
白沙文化特约

好的机制 ，有了它 ，一盘活棋 ；没有

它，一潭死水。 活棋的具体表象，就是效

益，而且是突出的相当规模的效益。 有了

效益，机制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

成熟。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发展体制改革专

项方案》出台后，全省重大优势产业迅速

向示范区聚集，

2010

年上半年示范区

18

片区中有

7

个片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超

50％

。 整个试验区

“两型”产业发展明显提速，截至

2009

年，

纳入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便有

743

家，占

全省的

47％

，其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收

入 、 利税分别占全省的

56.5％

、

56.9％

、

57.4％

和

59.9％

，成为全省增长最快、比重

最大的地区，拉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长

近

17

个百分点。

机制激活发展，更快的发展又呼唤更

好的机制出台。为此，省政府又编制了《长

株潭城市群工业布局规划》， 正在与湘江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等相关规划衔接；对

《长株潭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进行了修改

提升；还制定了《湖南省原材料行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等等。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过程，实质上

也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过程。而一旦这个过程有了科学的机制

作保障，效益更加出乎想象。

去年，全省

5

个新兴工业行业主营收

入超过千亿元；工程机械产业规模居全国

第二、利润规模居全国第一；轨道交通累

计生产各类电力机车占全国总拥有量的

70％

以上；风电产业、光伏产业等依然保持

50％

以上的增长速度；新型服务业、现代物

流业、农林牧渔业均表现持续增长势头。

资金短缺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突出

问题。

3

年来，试验区不断探索融资机制，

以融资的“规划先行”对接“两型社会”建

设的先行先试，先期制定了《长株潭系统

性融资规划》。 这个规划， 在搭建融资平

台，创新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融

资产品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创新

机制的激励下，湘投控股与招商证券正式

签约， 共同发起设立了湘江产业投资基

金，正在进行增资扩股；湘投控股投资了

5000

万参与发起设立中国投资协会国有

投资公司专业委员会协力基金，力争将更

多的项目引向湖南“两型”建设；湘投所属

高创投公司与国内四大知名创投企业签

订了战略联盟合作协议，拟为优势企业和

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提供产业、 技术、金

融、市场的全流程服务。

这些融资行为使参与者很快尝到了

甜头。 以湘投高创投公司为例，由于不断

地向 “两型” 产业投资服务， 其实力由

2009

年同行业全国排名

50

位后迅速提

升到了

12

位。

效益让机制再次享受生长的充足营

养。 湘潭市先后成立了

5

个投融资公司，

由政府授权，对“两型”建设中的国有资产

进行经营性开发，构建了“能借、能用、能

盈、能还”的长效投融资机制。

岳阳市一手抓银信融资，一手抓社会

融资，组建了全省首个授信额度达到

10

亿

元的县级融资平台。

益阳、 娄底、 常德投融资机制各具特

色 ，一个成规模、成体系、相对完善的 “两

型”建设投融资机制正在形成。

机制，完善的机制，虽看不见，摸不着，

然其神奇力量，恰似火车“踏”上了高速铁

轨，风驰电掣，一驶千里！ 湖南“两型”建设

的系列机制，正如富民强省前进道路的“高

铁”，相信一定能创造“世界速度”！

机制是一种限定，一种规范，一种公

平，对谁都是如此。当事物发展不平衡、不

公平的时候，对机制的要求便愈益强烈。

湖南水多，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几经枯水季节，人们认识到了它的

珍贵。 不少人懂得了水之珍贵，但依然有

人用起水来毫不吝啬。 于是，节水机制呼

之即出。 长沙市实行了阶梯式水价试点，

制定了分质供水和阶梯式水价具体实施

办法；湘潭市试行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长株潭试验区则编制了节水

型社会建设规划，优化水资源调度。

2009

年 ， 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4％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13.5％

。

环保，曾经被人们遗忘。而如今，环保

意识十分强烈地弥漫于我们的生存空间。

湘江， 因

4000

万湖湘儿女相依而居

被视为湖南的母亲河。尽管谁都认为要保

护、要治理，但谁都可以只喊口号，只要求

别人保护而自己却去污染、去破坏。

这样的情况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上游保护，下游不珍惜；下游保护，上游不

顾及。

湘江在呐喊，社会在呼唤：一种全流

域共同保护、共同治理的机制。

2008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湘江流域

污染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另

一个名称叫“千里湘江碧水行动”，如何行？

如何动？ 这便有一个基本准则———上下游

联动，干支流一体，城乡同治。

2009

年，根据实际需求，长株潭试验

区进一步坚持并扩充为上下游联动、 江湖

联动、 水陆联动、 存量消化与增量遏制联

动，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流域截污治污、

城市洁净、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五大工程”，涵盖上游的生态涵养保护、沿

线的集中治污， 湘江下游洞庭湖的治理成

果巩固，水体保护和大气、土壤配套治理等

方面。 试验区将“五大工程”的统一行动规

则具体到步骤，落实到市，落实到项目承接

单位，落实到目标建设进度。

尽管如此， 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脱节

和不完善的地方，于是，为了更加规范，省

政府又组织编制了 《长株潭环境同治规

划》、《长株潭三市环境同治目标责任考核

办法》、《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 等制度。

以《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为例，它就限

定了无论什么产业，无论有怎样的效益，首

先必须达到“环境准入标准”。 这个机制一

出台，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株潭三市就有上

千个申报项目被挡在门外。

农村垃圾治理是多年以来的一大难

题，不少乡村曾艰辛探索，大都因千家万户

不便管理而搁置。 乡村干部都希望有一种

机制能破解这个难题。 长沙市在试点运行

中探索出了“户分类、村收集、镇中转、县处

理”的路径和“分户建池收集、村分类回收

减量、镇剩量中转、县集中填埋”的具体办

法。 这个办法试行后，全市已有

36

个乡镇

建成垃圾收集处理体系， 冒出了垃圾收集

站

220

个，收集池

8.9

万个。

需求，使机制迅猛流传。

本报记者 周云武

践，机制萌发的种子

就像机动车辆行驶规则一样， 绝不是先制订了规则然

后再让车辆按规则上路行驶， 而是在行驶的实践中才产生

了规则。

“两型社会” 建设，是一项全新实践，需要不断的探索。

对于“两型社会”，大家也许并不陌生，就是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资源节约？ 又如何

达到环境友好？ 尤其是当

2007

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大家都感到肩上

的担子沉甸甸的，一系列探索也随之展开。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途径， 而随着城

市化的推进，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节地便成了全社会的共同

课题。

雨花区莲湖村位于长沙市南郊， 称得上现代城市的黄

金宝地。 全村共有集体土地

2433

亩，农业人口

687

户

2255

人，按政策核定生活安置地

196.72

亩，生产安置地

238.04

亩，原有企业用地

36.07

亩。 依照拆迁安置政策，如果以每

户有天有地的传统方式安置，人均占地

80

平方米，需住宅

建设用地

310

亩。但经村民会议表决，决定建

30

层高楼，住

户建设用地锐减至

80

亩，腾出

230

亩用于发展生产，节约

比例高达

74％

。 按土地现行价，节约的土地相当于

4.6

亿人

民币的收益。 这就是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实践的创造力！

新河三角洲位于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 是长沙市中心

城区北端老工厂矿区。按城市化的发展要求，该地区改造面

积

147.16

公顷，人口

28270

人，老企业

152

个，需拆迁房屋

46.68

万平方米。 由于四周高、中间低，如按传统的平面开

发，不仅投入大，耗工费时，而且有碍城市交通。长沙市经过

反复勘察论证，确定以节地为总目标，实行人车竖向分流的

开发路径。 即通过竖向分离实现交通组织效率和绿化效率

的最大化，依地形地势在原地面海拔

38

米平台层建成步行

街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在

38

米以下至

32

米以上架空两

层、并在

32

米标高建成机动车交通系统，配套以立体绿化

系统。这个人车分流方案与原平面开发方案比，总建筑面积

由原来可利用的

300

万平方米增加至

600

万平方米， 相当

于节约土地

58.62

公顷， 使有效利用的土地增值

26.49

亿

元，且节约投资

2.23

亿，绿地率由原来的

30％

提高到

50％

。

该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和科技部列为 “十一五” 科技创新课

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评价说：“这是我

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 解决了我国多年来想解决而未解

决的问题，值得在全国推广。 ”国土资源部在长沙召开全国

节地型城市发展模式现场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新

河三角洲地区也成为全国唯一单独规划、单独审批、单独指

标的“三单”试验点。

实践探索路径，路径形成模式，模式创造机制。 按照这

样的模式，长沙市创造出了“高铁站场立体组合，地下、半地

下空间综合利用，人车分流，农民集中安置，中小学复合利

用，市政设施各公共服务设施下地”的城市立体分层建设新

机制。 还先后出台了《农村土地交易流转暂行细则》、《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林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

用地机制。

受长沙创新模式的启发， 全省各地节约用地新机制不

断“冒”出来。湘潭市出台了《推进土地集约利用若干意见》，

株洲市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方案》，岳阳

市率先推出先征后转、土地增减挂钩、宅基地流转等办法，

娄底市实行了土地使用建新拆旧的增减挂钩新机制。

其它诸多机制，无一不是实践探索的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曾以

两个女儿的生动事例解析资产机制

的问题。

两个女儿相差不大，起先，妈妈

为了培养互爱和共享，买回衣服便叮

嘱是两人共有，属“公共财产”，谁都

可以穿，任何人不得独霸。 怎奈姐妹

俩不仅穿衣服不大珍惜、 不负责任，

且经常为抢同一件衣服而大打出手。

后来，妈妈只好“明晰产权”，交待哪

件是老大的、哪件是老二的。 这一明

晰之后，不仅争抢衣服、大吵大闹的

局面没有了，而且姐妹俩对衣服也倍

加珍惜了。 这就是机制的神奇力量！

我省在“两型社会”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机制的作用同样神奇。

搭

乘

�

�

的

“

高

铁

”

求，机制生存的土壤

益，机制成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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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间综合利用，人车分流，农民集中安置，中小学复合利

用，市政设施各公共服务设施下地”的城市立体分层建设新

机制。 还先后出台了《农村土地交易流转暂行细则》、《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林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

用地机制。

受长沙创新模式的启发， 全省各地节约用地新机制不

断“冒”出来。湘潭市出台了《推进土地集约利用若干意见》，

株洲市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方案》，岳阳

市率先推出先征后转、土地增减挂钩、宅基地流转等办法，

娄底市实行了土地使用建新拆旧的增减挂钩新机制。

其它诸多机制，无一不是实践探索的结果。

践，机制萌发的种子

就像机动车辆行驶规则一样， 绝不是先制订了规则然

后再让车辆按规则上路行驶， 而是在行驶的实践中才产生

了规则。

“两型社会” 建设，是一项全新实践，需要不断的探索。

对于“两型社会”，大家也许并不陌生，就是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资源节约？ 又如何

达到环境友好？ 尤其是当

2007

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大家都感到肩上

的担子沉甸甸的，一系列探索也随之展开。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途径， 而随着城

市化的推进，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节地便成了全社会的共同

课题。

雨花区莲湖村位于长沙市南郊， 称得上现代城市的黄

金宝地。 全村共有集体土地

2433

亩，农业人口

687

户

2255

人，按政策核定生活安置地

196.72

亩，生产安置地

238.04

亩，原有企业用地

36.07

亩。 依照拆迁安置政策，如果以每

户有天有地的传统方式安置，人均占地

80

平方米，需住宅

建设用地

310

亩。但经村民会议表决，决定建

30

层高楼，住

户建设用地锐减至

80

亩，腾出

230

亩用于发展生产，节约

比例高达

74％

。 按土地现行价，节约的土地相当于

4.6

亿人

民币的收益。 这就是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实践的创造力！

新河三角洲位于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 是长沙市中心

城区北端老工厂矿区。按城市化的发展要求，该地区改造面

积

147.16

公顷，人口

28270

人，老企业

152

个，需拆迁房屋

46.68

万平方米。 由于四周高、中间低，如按传统的平面开

发，不仅投入大，耗工费时，而且有碍城市交通。长沙市经过

反复勘察论证，确定以节地为总目标，实行人车竖向分流的

开发路径。 即通过竖向分离实现交通组织效率和绿化效率

的最大化，依地形地势在原地面海拔

38

米平台层建成步行

街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在

38

米以下至

32

米以上架空两

层、并在

32

米标高建成机动车交通系统，配套以立体绿化

系统。这个人车分流方案与原平面开发方案比，总建筑面积

由原来可利用的

300

万平方米增加至

600

万平方米， 相当

于节约土地

58.62

公顷， 使有效利用的土地增值

26.49

亿

元，且节约投资

2.23

亿，绿地率由原来的

30％

提高到

50％

。

该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和科技部列为 “十一五” 科技创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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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机制是一种限定，一种规范，一种公

平，对谁都是如此。当事物发展不平衡、不

公平的时候，对机制的要求便愈益强烈。

湖南水多，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几经枯水季节，人们认识到了它的

珍贵。 不少人懂得了水之珍贵，但依然有

人用起水来毫不吝啬。 于是，节水机制呼

之即出。 长沙市实行了阶梯式水价试点，

制定了分质供水和阶梯式水价具体实施

办法；湘潭市试行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长株潭试验区则编制了节水

型社会建设规划，优化水资源调度。

2009

年 ， 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4％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13.5％

。

环保，曾经被人们遗忘。而如今，环保

意识十分强烈地弥漫于我们的生存空间。

湘江， 因

4000

万湖湘儿女相依而居

被视为湖南的母亲河。尽管谁都认为要保

护、要治理，但谁都可以只喊口号，只要求

别人保护而自己却去污染、去破坏。

这样的情况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上游保护，下游不珍惜；下游保护，上游不

顾及。

湘江在呐喊，社会在呼唤：一种全流

域共同保护、共同治理的机制。

2008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湘江流域

污染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另

一个名称叫“千里湘江碧水行动”，如何行？

如何动？ 这便有一个基本准则———上下游

联动，干支流一体，城乡同治。

2009

年，根据实际需求，长株潭试验

区进一步坚持并扩充为上下游联动、 江湖

联动、 水陆联动、 存量消化与增量遏制联

动，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流域截污治污、

城市洁净、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五大工程”，涵盖上游的生态涵养保护、沿

线的集中治污， 湘江下游洞庭湖的治理成

果巩固，水体保护和大气、土壤配套治理等

方面。 试验区将“五大工程”的统一行动规

则具体到步骤，落实到市，落实到项目承接

单位，落实到目标建设进度。

尽管如此， 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脱节

和不完善的地方，于是，为了更加规范，省

政府又组织编制了 《长株潭环境同治规

划》、《长株潭三市环境同治目标责任考核

办法》、《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 等制度。

以《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为例，它就限

定了无论什么产业，无论有怎样的效益，首

先必须达到“环境准入标准”。 这个机制一

出台，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株潭三市就有上

千个申报项目被挡在门外。

农村垃圾治理是多年以来的一大难

题，不少乡村曾艰辛探索，大都因千家万户

不便管理而搁置。 乡村干部都希望有一种

机制能破解这个难题。 长沙市在试点运行

中探索出了“户分类、村收集、镇中转、县处

理”的路径和“分户建池收集、村分类回收

减量、镇剩量中转、县集中填埋”的具体办

法。 这个办法试行后，全市已有

36

个乡镇

建成垃圾收集处理体系， 冒出了垃圾收集

站

220

个，收集池

8.9

万个。

需求，使机制迅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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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谁都是如此。当事物发展不平衡、不

公平的时候，对机制的要求便愈益强烈。

湖南水多，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几经枯水季节，人们认识到了它的

珍贵。 不少人懂得了水之珍贵，但依然有

人用起水来毫不吝啬。 于是，节水机制呼

之即出。 长沙市实行了阶梯式水价试点，

制定了分质供水和阶梯式水价具体实施

办法；湘潭市试行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长株潭试验区则编制了节水

型社会建设规划，优化水资源调度。

2009

年 ， 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4％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13.5％

。

环保，曾经被人们遗忘。而如今，环保

意识十分强烈地弥漫于我们的生存空间。

湘江， 因

4000

万湖湘儿女相依而居

被视为湖南的母亲河。尽管谁都认为要保

护、要治理，但谁都可以只喊口号，只要求

别人保护而自己却去污染、去破坏。

这样的情况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上游保护，下游不珍惜；下游保护，上游不

顾及。

湘江在呐喊，社会在呼唤：一种全流

域共同保护、共同治理的机制。

2008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湘江流域

污染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另

一个名称叫“千里湘江碧水行动”，如何行？

如何动？ 这便有一个基本准则———上下游

联动，干支流一体，城乡同治。

2009

年，根据实际需求，长株潭试验

区进一步坚持并扩充为上下游联动、 江湖

联动、 水陆联动、 存量消化与增量遏制联

动，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流域截污治污、

城市洁净、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五大工程”，涵盖上游的生态涵养保护、沿

线的集中治污， 湘江下游洞庭湖的治理成

果巩固，水体保护和大气、土壤配套治理等

方面。 试验区将“五大工程”的统一行动规

则具体到步骤，落实到市，落实到项目承接

单位，落实到目标建设进度。

尽管如此， 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脱节

和不完善的地方，于是，为了更加规范，省

政府又组织编制了 《长株潭环境同治规

划》、《长株潭三市环境同治目标责任考核

办法》、《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 等制度。

以《产业发展环境准入标准》为例，它就限

定了无论什么产业，无论有怎样的效益，首

先必须达到“环境准入标准”。 这个机制一

出台，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株潭三市就有上

千个申报项目被挡在门外。

农村垃圾治理是多年以来的一大难

题，不少乡村曾艰辛探索，大都因千家万户

不便管理而搁置。 乡村干部都希望有一种

机制能破解这个难题。 长沙市在试点运行

中探索出了“户分类、村收集、镇中转、县处

理”的路径和“分户建池收集、村分类回收

减量、镇剩量中转、县集中填埋”的具体办

法。 这个办法试行后，全市已有

36

个乡镇

建成垃圾收集处理体系， 冒出了垃圾收集

站

220

个，收集池

8.9

万个。

需求，使机制迅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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