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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速

在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过程中， 相关
部门拥有的职权与承担的责任不对等的情
况已初步显现， 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障碍亟
须重点突破。

湖南将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作为改
革重点， 着力构建科学高效的改革推进机
制和行政运行机制， 一系列全新举措， 对
带动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绩考核， 是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一
个硬指标。 为确保改革落到实处， 湖南积
极探索符合两型要求的政绩考核制度。 在
省对市州的政绩考核 (总分 700分 ) 中 ，
“两型权重” 2011年为10分， 今年大幅提
升到100分。 长株潭三市各级两型办被赋
予参谋、 指导、 协调和考核4大职能， 有
的甚至有权对不合格的单位和干部 “一票
否决”。

各地推出 “大部制”、 “2号公章” 等
改革新举， 行政效率显著提高———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只设综合管理部、
国土规划部、 项目建设部、 投融资部和纪
工委 “四部一委”， 探索实行 “2号公章”
制度， 行使11个市直部门的44项行政许可
权。 这些公章与其原所在部门公章相比，
只是在印章中心五角星旁边， 多了一个阿
拉伯数字 “2”。 大河西先导区对这些行政
许可项目直接审批， 然后备案即可。

以 “2号公章” 为核心进行审批流程
再造， 使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行政审批时限
比原部门承诺时限缩短80%以上， 其中招
拍挂用地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时限从原来
220天缩短到42天。

湖南还积极探索扁平化管理、 简政放
权等改革。 株洲云龙示范区试行 “管委会
直管村”， 实行扁平化管理， 推行审批代
理制， 缩短办结时间1/3以上。 湘潭市昭
山两型社会示范区被赋予城市规划管理
权、 城乡建设用地审批权等60项市级行政

管理权限 。 示范区拥有高度灵活的用人自主
权， 试行 “放水养鱼” 的财税体制。

市场发力

岁末时节， 一则新闻牵动着长沙老百姓的
神经———

经物价部门批准， 长沙市决定从12月份开
始实行 “阶梯气价”， 居民家庭年天然气用量
超过600立方米的部分， 气价从2.45元/立方米
提高到3元/立方米。 有媒体评论说， 市场机制
和价格杠杆的运用， 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源，
提高市民资源节约意识。

市场， 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 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 贯穿于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全
过程。

2007年底， 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排全
国倒数第三。 如果污水处理率不达标， 湖南就
可能完不成 “十一五” 节能减排任务。 从2008
年起， 湖南实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3年行动计
划， 放开污水处理投资领域， 广泛采取BOT、
TOT、 委托运营等模式建设， 3年共新建119个
污水处理厂。

各地还利用先行先试权， 探索建立排污权
交易制度。 长沙市环境资源交易所所长刘中介
绍：“以前企业污水排多排少一个样， 现在排污
多了要交费， 少排污的话， 节省下来的排污指
标可以拿到市场上卖钱， 企业排污治污的积极
性明显提高。”

目前， 全省一级市场共有1139家试点企业
申购了初始排污权 ， 缴纳有偿使用费1798万
元； 二级市场开展排污权交易10余起， 买卖二
氧化硫排污权指标8390吨、 化学需氧量117吨，
合同交易额2422万元。

企业环境风险责任控制机制同时建立起
来。 以化工、 采选、 有色等高环境污染风险企
业为重点， 我省要求高环境风险企业购买责任
保险， 一旦发生污染事故， 由保险公司对受害
方进行赔偿， 避免赔偿过程的扯皮， 减轻了政
府的负担。 目前全省投保企业达到592家， 累
计赔付金额54笔， 总赔付金额481.2万元。

“看不见的手” 的活力， 取决于它被
解放的程度。 正是破除了束缚市场调节的
体制机制障碍，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
动力和活力才得以充分释放。

创新驱动

当前， 湖南正处于工业化 、 城镇化加快
发展的重要时期， 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需求
日益增大 。 破除能源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 ，
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 从土地到金融 ， 一系
列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湖南前行。

土地是财富之母 、 民生之本 ， 是重要的
不可再生资源。 对于湖南这样一个农业大省，
又是发展中的省份， 创新土地管理机制 ， 提
升集约节约用地水平， 迫在眉睫。

莲花镇位于长沙市岳麓区 ， 近年来全镇
通过农用地整理 、 村庄整理 、 废弃地整理 、
土地复垦等措施， 新增耕地70多公顷 ， 新增
建设用地114公顷 ， 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
户” 的产业模式， 推进土地流转 ， 引进现代
农业项目， 农民除获得土地租金、 劳动酬金，
还享受利息和股金收益， 年收入大幅增加。

长沙新河三角洲是一片老城区 。 根据其
四周高、 中间低的特点 ， 长沙市的建设者在
此间实行 “人车分流” 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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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平面开发方案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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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开发强度提高了40%。

两型社会建设需要投入 ， 钱从哪里来 ？
解决这个问题， 同样离不开改革创新 。 长株
潭试验区在搭建融资平台 、 创新融资手段等
方面进行了系列创新 。 2010年10月 ， 通过引
进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 ， 整合
省内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 ， 成立了省
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 。 到
今年9月底 ， 短短一年时间 ， 华融湘江银行
总资产达到938亿元 ， 比成立时增加了567亿
元， 展现了新银行、 新机制 、 新发展的蓬勃
活力。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 关键在机制 ， 成败
也在机制。 改革建设已入纵深 ， 湖南正在构
建全新两型机制之路上快马加鞭。

改革破题“金钥匙”
———访省政协经科委主任、
中南大学教授吴金明
本报记者 陈亚静

“改革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根和魂。”省政
协经科委主任、 中南大学教授吴金明说，“多
年来，我省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探
索出了很多好做法、好经验，改革带来了众多
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喜人变化， 机制的创新
越来越成为改革破题的‘金钥匙’。”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
工作，并无可借鉴的模式，具体操作起来又异
常复杂，需要统筹协调不同行政区划、职能部
门、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关系。

吴金明分析说， 我省从建设初期就确立
了“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的推进机制，这
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事实证明，这一选
择是正确的。 省里主要抓统筹协调， 不当婆
婆、搞好服务，以各市为主体，发挥市场在配
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样一来各方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推行水价、
电价改革，既保证了群众生活不受影响，又有
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在绿心区域内，以市场手
段对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实施补偿，既保护了
生态，又妥善处理好了群众利益诉求。强制高
环境风险企业购买责任保险， 既降低了环保
风险，又避免了赔偿过程的扯皮。

“‘双赢’、‘多赢’的局面令人欣喜。”吴金
明认为，下一步还要在3个方面加大机制创新
力度，一是在科学决策上多“引智”， 构建科
学决策机制， 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确保两型社会建设少走弯路。二是在实施
统筹协调上多“提效”，创新政府管理机制、考
核机制等，发挥市州主体作用，加大改革推进
机构执行力。三是在宣传教育上多“出彩”，创
新手段和渠道，培育“两型”文化，宣传“两型”
理念，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倡导，形成社会各
方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

真金白银买“污物”
本报记者 陈亚静

扶艳华一不留神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今年9月27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在
株洲举行。 包括凯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扶艳华在内的5家企业负责人参加竞拍，心
情既激动，又忐忑。

在大多数人眼中，拍品是遭人厌弃的“污
物”，但在这些企业负责人看到，却比黄金还
宝贵———这一天竞拍的是化学需氧量， 出让
方为株洲市排污权交易所， 出让指标为2吨，
由株洲市5家申购排污权的企业自由竞价。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开始”，电子大屏幕
上的数字滚动起来 ，1600、1800、1820……短
短几分钟之内，价格不断跳动上涨，经过12轮
竞价， 株洲凯特最终以3640元的价格竞拍到
0.4吨化学需氧量5年的排放权， 扶艳华笑到
了最后。

这一刻将被载入历史， 我省完成了第一
次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交易， 株洲这家交易
所这也随之成为我省首家投入运行的污染物
排污权交易平台。

何为排污权交易？株洲市环保局副局长禇
洪波通俗地解释说，一家企业，如果环保部门
每年分配给它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5吨，那
么它就不能突破这个配额，否则将受到停产等
相应制裁； 如果企业通过环保治理只排放了2
吨，那么余下3吨排放权可以储存下来，等下次
上新项目时使用，也可以通过交易所卖给别的
企业变为真金白银。

“企业购买初始排污权很便宜，如果减排
后有多余指标卖出去的，价格则翻了几番。换
言之，减排效果不好的企业，若超过了排放配
额，就要花高价从别的企业购买指标。” 禇洪
波说，“购买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放松对企业的
环保改造。相反，以市场化的形式对排污权实
行交易， 由以往环保职能部门追查封堵到现
在企业主动减排， 这就是体制机制创新带来
的巨大转变。”

漫江碧透出湖湘 （三）

4年光阴一瞬即逝， 湖南“两型社会” 建设已入

“深水区”。

体制机制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 最关键的促进因

素。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长株潭试验区

要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机制。

近年来， 湖南在探索“两型” 过程中新招迭出， 各

项体制机制创新全面展开： 湘江治理打破“楚河汉界”、

成交“二氧化硫排放权” 交易第一单、 成为全国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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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变，天地宽。4年来，湖南勇于改革，先行先试，突

破了体制机制束缚，激发出建设两型社会的巨大动力。

李勇

改革永无止境， 体制机制创新永无止
境。

按照国家的要求， 长株潭试验区要率
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机
制 。 可以说 ， 在这场宏大的改革试验中 ，
国家给予我们的最大资源， 就是在改革创
新方面的先行先试权。 摸索一种新的发展
路子和发展模式， 形成崭新的发展机制体
制， 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最大难度所在 ， 也
是这场改革试验的最大意义所在。

4年来，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在机制体制
方面颇多创新之举： 排污权交易让企业治
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土地流转让农民当
上了 “股东”， 简政放权让行政审批流程加
速， 更让发展加速……可以说 ， 在两型社
会建设这场改革试验中， 支撑改革获得今
日成果的关键， 在于改革的主导者抓住了
体制机制这一 “突破口”。

机制体制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 随

着两型社会建设的不断向纵深推进 ， 消除
体制机制性障碍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 必
然涉及到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 改革
能否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
就在于改革者如何开拓创新， 打破体制和
机制障碍， 打破旧有的藩篱， 取得改革的
实质性进展， 为改革摸索出一条可借鉴的
未来之路。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 要多思考 、
多琢磨、 多实践。 打响体制机制创新攻坚
战， 向体制机制创新要资源、 要市场 、 要
活力、 要动力， 湖南必将在两型之路上走
得更加坚实有力。

机机
制制
之之
变变
本报记者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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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藩篱 先行先试

不断创新变革的机制， 引领湖南两型建设向纵深推进。 叶红专 摄

机制之变， 让湖南处处绿水青山， 生机勃勃。 通讯员 摄

湖南开放污水处理投资领域， 污水处理
厂建设加速。 李永安 摄

得益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发展一日千里。 李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