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生态建设
【协议内容】

●环境同治。 先导区加快推进坪塘
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采石矿山的生态修
复。 经开区加强湘江沿线污水排放口的
整治。 围绕 “东方莱茵河” 的打造， 双
方建立区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协作机
制， 在清洁生产、 水环境保护、 大气污
染防治和生态工程建设等方面加强合
作，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区域
内环境资源的共同保护， 提高区域整体
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共享。 先导区建设潇湘大道
南延线生态景观轴， 经开区建设沿江风
光带项目， 并实现连接贯通， 打造成为
高标准的沿江生态景观带。

【行动】
打造湘江西岸璀璨景观“项链”

去年 10 月 26 日， 九华湘江风光带
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北起大河西先导
区坪塘交界处，南至湘潭市四大桥，全长
18.7 公里，将建设成为集防洪、景观、文
化、交通等功能为一体、体现湘潭近现代
历史文化的生态长廊。 计划于 2015 年实
现与长沙湘江风光带全面对接。
【点评】

圆梦“东方莱茵河”
把湘江打造成 “东方莱茵河 ”是湖

南人的梦想。 随着协议的签订，圆梦“东
方莱茵河”又跨出了重要一步，湘江西岸
将成为两地普通百姓生活的流连之地、
诗意的栖居之所、精神的愉悦之处。

２０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朱定 版式/周双 校对/胡永龙

主办 湖 南 日 报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

第 13期 4-9

放大政策支持效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省长株潭两
型办主任 徐湘平

此次两区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为“五区十八片”
之间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合作的根本目的，
在于实现两地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

推进此次合作，省长株潭两型办主要行使这几
个职能：第一是统筹。 通过我们的组织，帮助两市形
成融合发展、互补发展的共识。第二是规划引导。我
们按照国家批准的总体规划与改革方案，出台相关
规划，引导两个区域的建设发展。 第三是指导服务。
我们按照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总体要求， 从理
论、理念、技术、标准等方面指导两个区域的发展。
第四是政策支持。 我们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已经
出台的相关政策，放大政策的支持效应，全力支持
两区合作的推进。

保证项目尽快落地

长沙市委副书记 张迎龙

大河西先导区实施南拓，与湘潭九华进行相向
发展， 是长株潭城市群融城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也
与长沙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沿江建设，跨江发展”
的战略设计是高度一致的。

要落实规划，将先导区城市发展区域特别是大
王山旅游度假区真正纳入长沙市的总体规划，在城
市总规提升修编中，根据南拓发展的需要，及时调
整、相应补充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在土地指标上
给予保障， 优先保障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项目，特
别是与九华的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方面的指标
要进一步落实；要加快项目的审批进度，保证项目
能够尽快地落地，确保项目顺利推进，确保早日与
九华的项目全面实现对接。

挂大靠强的战略抉择

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伟林

主动对接长沙，挂大靠强，是湘潭加快发展的
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抉
择。

湘潭将全力助推两区融合发展， 实现互利共
赢。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期协调合作机制，定
期举行双方联席会议，全力支持九华经开区与长沙
大河西先导区的对接。 二是做好协调服务，全力解
决两区合作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对涉及两区
合作的重大事项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特事特办，创
造有利于两区合作的良好环境。 三是提供政策支
持， 全力支持九华经开区行使已经下放的 69 项市
级行政权限，使经开区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规划
许可等多方面充分享有自主权；在招商引资、项目
落户等方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支持九华经开区先
行先试，为两区合作提供政策保障。

打造经济增长“第四极”

长沙市委常委、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
记 赵文彬

长沙的经济发展要在现有基础上迈上一个更
高的台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长沙从湖南的中
心城市，扩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把长株
潭城市群打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一方面需要加
强长株潭城市群同武汉城市群的合作，另一方面要
加快推进三市融城。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
这三个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极，其共同特征是都
有一个 GDP 过万亿元的城市。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
GDP 总量只有 8000 多亿。 只有通过融城，才能进
一步加速三市的共同发展，突破万亿大关。

我们要通过两区合作， 促进长株潭三市融城，
打造万亿城市群，实现全国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要
素的集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探索新路子 积累新经验

湘潭市委常委、副市长、湘潭（九华）经
开区党工委书记 杨亲鹏

两区的合作是强强合作，将进一步为全省两型
社会建设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验，创造新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三件事。一是统一规划。共
同做好大王山片区和九华国际服务区的规划，特别
是统一规划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包括湘江风光
带、九华大道与坪塘大道的对接、沪昆高铁站和两
市轻轨对接的规划。 二是加快推进路网建设。 今年
下半年，我们将全力以赴加快推进九华湘江风光带
和九华大道的建设， 加快两区公交线路的对接，加
快建设沪昆高铁湘潭北站。 三是环境同治。 共同建
立区域环境和生态保护标准，在湘江保护、环境治
理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 共同进行垃圾处理和污水
处理。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张目 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
的潮流和主题， 国家间的合作能改变世界力量格
局，区域合作能打破行政壁垒，消弭时空距离，放大
市场空间，实现共赢发展。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与湘
潭（九华）经开区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对推动长株潭城市群融城是实质性重大
突破。 我省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提出长株潭一体
化战略到目前大力推进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建设，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按照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3+5”城市群发展战略，加快实现三市
融城步伐，构建特大龙头城市，提高湖南的城市化
水平和在全国的经济竞争力。 随着大河西先导区的
建设， 融城战略的实施在湘江西岸找到了突破口，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和湘潭（九华）经开区这次从基
础设施、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全面合作
和融合，真正实现了城市空间上的无缝对接。 可以
说，从今天开始，长株潭实质意义上的融城在这里
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随着合作框架协议中铺排的
这些项目的全面实施，可以预见，长株潭融城将从
此掀开新的一页，进入了全面快速实施的阶段。

第二，为全省和全国综改试验区的合作提供示
范。 目前，全省有 5 大示范区 18 个片区，全国有 13
个综改试验区，各个试验区虽然名称不同，但实质
都是探索一条从粗放型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新路径。
尽管目标一致， 但各试验区走的路子可能千差万
别。 在这一过程中，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做到取长补
短、扬长避短，互相学习借鉴，变竞争为竞合，就能

实现经验教训和生产要素的共享， 从而避免走弯
路，避免稀释资源和恶性竞争，实现互利共赢和共
同成功。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和湘潭（九华）经开区的
战略合作，抛开了狭隘的地域局限，体现了开明、开
放、包容、互惠的合作共生精神，不仅有战略上的呼
应，更有项目上的实质对接，还有时间进度和彼此
责任上的明确约定，是一种科学性、操作性很强的
新型合作机制。 这种强强联合的合作机制，也将为
全省各示范区乃至全国各试验区的广泛合作树立
榜样，在更大层面上巩固和扩大综改试验的成果。

第三，必将加快形成湖南新的经济增长极。 区
域经济发展需要强大的引擎。 大河西先导区和湘潭
（九华）经开区处于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位置，两区
经济总量在加大，发展来势在加快，辐射能力在加
强，已经初步崭露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实力。 先导
区与九华经开区对接的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规划
定位是建设成为国际高端旅游目的地 ， 而湘潭
（九华） 经开区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
上， 同样拥有优质的旅游资源， 两者的合作， 将
促进两市人流、 物流、 资金流在大王山旅游度假
区和九华经开区这个节点性区域高度聚集， 充分
融通， 必将推进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快速发展 ，
也必将促进九华经开区的快速升级， 放大发展效
应。 可以预见， 一个最高端的休闲旅游度假区和
一个最有活力的新兴产业基地的融合， 全省新的
经济增长极将呼之欲出。

两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还只是一个
开始。 希望两地重点从四个方面落实框架协议：

一是抓好基础设施对接，加快实现两地的连接
通道快速化，为进一步密切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
更加便捷的条件。 二是抓好产业融合，促进两地区
高端制造、文化创意、电子信息、文化旅游、商贸物
流等产业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提高整个区域的产
业水平。 三是抓好生态建设，围绕打造“东方莱茵
河”的目标，共同组织实施好湘江流域生态治理、全
面完成落后产能退出、加快推进区域生态修复提质
等生态环保工程。 四是抓好合作交流，建立健全双
方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推进区域重大合作
事项。 省委、省政府和省直各部门将全力支持两区
的合作，特别是在重大项目的布局和实施上将给予
大力支持。

［摘自张文雄 6月20日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与
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署仪式上的讲话］

点燃长株潭大融城烽
高 端观点

长株潭融城掀开新的一页
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 张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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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目标】促进长株
潭城市群湘江西岸区域相
向发展， 将大河西先导区
和湘潭（九华）经开区建设

成为全省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优化产业结构的示范
区， 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
业化双轮驱动的引领区，
打造成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引擎和长株潭城市
群融城发展的增长极。

【合作原则】政府推动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关键词：基础设施

【协议内容】

●加快推进坪塘大道与九华大道的
对接贯通。按照统一区域规划、统一设计
标准、统一建设风格、统一建设时序的总
体原则， 先导区负责投资建设坪塘大道
南延线， 经开区负责投资建设九华大道
北段，确保 2014 年 5 月 1 日前实现两条
对接道路建成通车。

●加快推进湘江西岸沿江风光带的
对接。 先导区负责投资建设潇湘大道南
延线生态示范沿江路， 经开区负责投资
建设九华湘江风光带滨江路，确保 2015
年底前实现连接贯通。

●共同推进沪昆高铁湘潭北站及交
通枢纽建设。 经开区 2012 年内启动沪昆
高铁湘潭北站周边交通配套设施规划方
案的制定，并与先导区充分沟通对接；先
导区负责白庭路的建设， 经开区负责银

盖北路的建设，确保 2015 年底前实现连
接贯通； 双方共同推进从长沙地铁 3 号
线贯通沪昆高铁湘潭北站的轨道交通建
设， 力争 2012 年内完成可行性研究，双
方联合向省人民政府及省两型办进行汇
报，争取省、市 、区联合共建 ，力争 2013
年启动建设。

●共同推进管线同网。 双方加强接
壤区域现状研究， 共同制定规划设计方
案，实现道路管网、电信、燃气、给排水等
统一布线和对接。

【行动】
首条通道后年“五一”贯通

今年初，总投资 7.5 亿元的湘潭（九
华）经开区九华大道北段开始动工建设。
项目南起九华奔驰路， 北至大河西先导
区坪塘交界处，全长 8.3 公里，承担起打
通北上大通道的重任。 与此同时，先导区
坪塘大道长 5.1 公里的一期工程已于去

年 12 月建成通车；长 6.23 公里，南到大
王山片区花扎街路的二期工程已完成路
基工程建设，将于今年 9 月底通车。 花扎
街以南连接九华的 4.3 公里道路将于明
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九华-坪塘大道计划
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全线贯通。

【点评】
城融，心更融

随着坪塘大道与九华大道、 潇湘大
道南延线生态示范沿江路与九华湘江风
光带滨江路、 白庭路与银盖北路的对接
贯通，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与湘潭（九华）
经开区完全打开了合作交流的大通道。
届时， 从长沙大河西到湘潭主城区仅需
20 分钟车程，到沪昆高铁湘潭北站不到
15 分钟。 尤其是长沙地铁 3 号线如能顺
利贯通沪昆高铁湘潭北站， 大河西市民
对外出行将实现“零换乘”，沪昆高铁湘
潭北站将顺理成章打造成为长株潭城市
群的“西客站”。

一条条方便快捷的通道， 对接的是
两个城市的空间， 拉近的则是双方市民
心与心的距离。

关键词：产业发展

【协议内容】
●实现产业优势互补。 双方加强协

调，营造公平、公正、开放和富有吸引力
的投资环境，建立透明、便利、规范的投
资促进机制。 先导区着力发展文化创意、
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新材料、
生物医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经开区
着力发展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 电子信
息、 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 双方
支持区域内企业间开展技术、 生产、 投
资合作， 鼓励区域外企业来区域内投资
兴业， 形成优势互补、 协作配套、 共同
发展的产业格局， 提高整个区域的产业
水平。

●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先导区加
快推进洋湖总部经济区、 大王山旅游度
假区建设， 特别是加快洋湖生态湿地公
园、芙蓉山庄、坪塘生态修复提质改造示
范工程、冰雪世界、精品酒店、湘军文化

广场、巴溪洲水上公园、大王山公园、旅
游服务中心的建设； 经开区加快索菲特
五星级酒店、隆平高科体育休闲公园、兴
隆湖等项目建设， 将大王山南片和九华
北片打造成为高端文化旅游休闲区域；
双方围绕高铁综合枢纽，着力发展商贸、
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加强科研教育
机构合作。 鼓励双方高校、研发机构、孵
化器等机构加强合作， 促进提升双方高
新技术研发、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支持双
方优质教育资源采取合作办学等方式开
展交流与合作。

【行动】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建设如火如荼

正在加快建设的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总用地面积约 66 平方公里，其中首期开
发区约 13 平方公里。 截至目前，首期开
发区内 21 家污染企业已全面完成退出，
坪塘大道及两侧绿化带、潇湘大道东线、
莲坪大道、清风南路、巡抚路、督抚路等

各项基础设施正有序推进， 在建项目已
完成投资 30 亿元。 根据规划，先导区未
来 3 年将筹措 200 亿元资金， 着力将首
开区打造成为以大王山公园、 曾国藩墓
园、矿坑文化园为主体的旅游度假区，集
会议、酒店、休闲于一体的会议中心，集
游艇俱乐部、体育俱乐部、生态湿地于一
体的综合性水上公园， 集会议、 旅游服
务、商业配套、生态宜居为一体的复合型
旅游服务中心。

【点评】
经济增长极呼之欲出

一边是拥有着文化创意、高端制造、
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新材料、生物医药五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沙大河西先导
区，一边是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
子信息、 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的
湘潭（九华）经开区。 双方在大王山旅游
度假区这个节点性区域相向发展、 融合
发展，必将加速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集聚融通。

随着一个最高端的休闲旅游度假区和
一个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基地的深入融
合，一个全省新的经济增长极呼之欲出。

20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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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澜壮阔、
共生崛起的“融城”交响曲奏响。

今年 6 月 20 日，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与湘
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标志着长株潭城市群融城实现了实
质性重大突破。 这是全省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件
大事、喜事，必将为湖南的“四化两型”建设提
供强大动力。

解 读

携手做成大引擎

这是一场蓄势已久的起跑。
一份共同的协议，在长沙、湘潭两市负责人手

中成功签署。 掌声响起，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和湘潭
（九华）经开区的合作，在聚光灯下，已拉开大幕。

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合作能给两区带来什么？
如何推动合作向前深入？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
式结束后，省长株潭两型办、长沙市、湘潭市有关负
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打通大通道

构筑大产业

建设大生态

记 者观察

融城之梦

两 型名片

岁月长河中，城市给人类带来了绮丽的创造、惊
人的奇迹。

从上世纪开始，融城，就是长株潭三市人民、乃
至全省人民的共同梦想。

2007 年 12 月， 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
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融城之梦变得触手可及。

号角声声，擂鼓催征，激情似火。 试验区获批以
来，长株潭融城在电信、公交等技术和行业层面取
得阶段性成果，城市群正像细胞一样“良性裂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片承东启西、贯通南北，
有着诸多天然优势的热土上， 营造融城的各种力
量，正在汇聚。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城市带动力尚待
提高、发展潜力尚待挖掘、核心增长极作用尚待充
分释放……破解这一系列 “成长的烦恼”， 惟有做
大、做强、做旺长株潭城市群。

凝聚意味着力量，融合意味着市场。 融城，是为
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构建特大龙头城市，走一条前
人未曾走过的“两型”之路。

湘江西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和湘潭（九华）经
开区，这两个重要的两型示范区，坚持两型主题，勇
于改革创新，全力推进建设 ，不辱使命 ，取得了改
革、发展、建设的显著成效。

两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融城进入
全面快速实施的新阶段，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期许的
明天———

两区正处于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先导区新的
3 年行动计划已经启动，九华经开区正在酝酿“二次
腾飞”，两区共同站在新一轮发展前沿，合作交流是
对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的把握。

长沙和湘潭两市在产业实力、人才资源、生态
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珠
联璧合，共筑发展平台，成为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崛
起的重要载体， 顺应了两市人民加快发展的强烈
愿望。 合作交流是发展的需要， 更是历史的长久
期盼。

聚合城市群的精华地带，全面交流合作，共同
开放开发，必将打造新引擎，给湖南经济带来蓬勃
活力。 两区合作交流必将为全省和全国综改试验区
的合作提供示范，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极。

本报记者 李勇 贺佳

●成立时间：2008 年 6 月 10 日正式挂牌成立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 管委
会，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5 个示范区之一。

●地理位置：位于湘江西岸，经由岳麓区、高新区直抵望城、宁乡腹地，1200 平方
公里土地组成的区域，分规划区、核心区和起步区三部分。

●产业基础：基本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两
型产业”体系。

●发展态势：2011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12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082 亿
元，财政总收入达到 245 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分别达到 663.1
亿元和 1454.9 亿元。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本报记者 李勇 贺佳 冒蕞

湘潭（九华）经开区
●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成立，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的示范区，也是省政府批准的台商投资区。

●地理位置：地处长株潭核心区域，南距湘潭市中心 5 公里，北距长沙市中心 27
公里，总面积138 平方公里。

●产业基础：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 3 大主导产业。

●发展态势：目前，建成区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入园企业 230 余家，总投资 1000
亿元，其中已投产企业 124 家。 2011 年，园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424 亿元，工业总产值
276 亿元，财税收入 13.2 亿元。 （本报记者 贺佳 整理）

上图：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内，洋湖湿地公园景色宜人。 李新华 摄
左图：做强新兴产业，湘潭（九华）经开区牛气冲天。 通讯员 摄

徐
湘
平

张
迎
龙

胡
伟
林

赵
文
彬

杨
亲
鹏

本版主持 李 勇
电 话 0731-84326272
邮 箱 hnrbly@163.com

▲协议签署仪式现场。

放飞融城梦想。 周立春 摄

� � 湘江之滨，橘子洲头，融城大潮叠涌。 张天明 摄

张文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