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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吕明军 颜珂

2013岁末时分， 湖南迎来一次特殊
“巡检”。

带队的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 作为国家综改试验区专家总
结评估组组长，他和他的团队要对湖南“两
型社会”建设，做一次全面“体检”。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理念
逐步深入人心，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走在
全国前列……”数日调研，这位多次为湖南

“两型社会”建设出谋划策的知名专家感受
最深的，还是变化。

变化源自改革。
八大类制度创新，106项原创性改

革———这是湖南用6年时间书写的“改革篇
章”。以改革为动力，湖南正一步一步接近
自己的“两型梦”。

为啥改
没有改革，“两型梦想”就会成

“两型幻想”
当初，接过“两型社会”建设的“国家使

命”，湖南不是没有纠结过。
有的说，建“两型”，是“穷人办富人的

事”，超越了湖南的发展阶段，搞早了。
有的说，建“两型”，绑住了湖南发展的

手脚，限制多，实惠少，要吃亏。
在湖南省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

书记张文雄看来，“超前论”也好，“吃亏论”
也罢，是“近视”，而非远见，看到了湖南的
过去与当前，却没有想清楚湖南的未来。

湖南的未来在哪里？
“数字环保”系统大屏前，株洲市环保

局副局长何长顺，来回点击着全市25个排
口的监测画面。“水的颜色正常， 所有排口
的监测数据也都达标。”话语中，透着轻松
与平常。

这般轻松来之不易。老工业基地株洲，
享受过工业重镇的辉煌与荣光， 却也曾遭
遇发展空间日益逼仄的紧迫。“一顶全国十
大污染城市的帽子， 让我们感觉抬不起头
来。”聊起当年，干了30多年环保工作的何
长顺，深有感触。

以“两型”为标尺重新调整航向，株洲
顺畅了自己的呼吸———不仅赢得了“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多项“生态
桂冠”，还收获了短时期内多项经济指标翻
番的巨大红利。

株洲的转型之路，映射出湖南的“现实

语境”。
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 湖南不仅要爬

坡，也得过坎。坡，是发展不足的坡，虽然经
济总量超过了2万亿， 但各项指标一平均，
还是排在全国的中下游。坎，是发展不优的
坎。自身资源能源禀赋本来不优，工业结构
却一直偏“重”，绿水青山看似很美，背后隐
藏的资源环境“透支”和“负债”，已愈发严
重。

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旧有路径依
赖凸显弊病。要爬坡过坎，不改不行。

“我们所追求的‘两型梦’，就是要实现
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更优美，人民生
活高品质。”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认为，湖
南要打造经济社会的“升级版”，“两型”是
最佳蓝图，改革是必由之路，“没有改革，两
型梦想就会成为两型幻想”。

为谁改
与群众期待“同频共振”，

才能最具生命力
岳麓山下，滨江商圈，栋栋大楼正在绿

树芳草间“生长”。
“这里曾是长沙市造船厂，那里曾是长

沙市纺织厂……” 同行的长沙市岳麓区委
书记陈中，向我们回忆起新区的“旧貌”。

回忆起来却并不轻松———5公里长的
滨江路段，曾经聚集大小企业200多家，光
烟囱就有20多个。“长沙主要的国有企业
和化工企业，都在这。污水直排湘江，空气
中都是灰。”

2007年，一场大规模的“退二进三”在
此启动：工业企业或搬迁，或关停，规划中
的未来，只能是第三产业。

如今的滨江商圈，立足金融、现代服务
业和总部经济， 最贵的商铺已卖到每平方
米7万。“这里将是长沙的新地标！”陈中说。

眼下，这种被称为“把住入口、敞开出
口、盘活存量”的产业准入、升级、退出新机
制，早已在三湘大地全面实施。

重点还是在湘江。 这条蜿蜒千里的湖
南母亲河， 自南向北串起了湖南76%的
GDP，也背负着全省60%以上的污染。还湘
江千里碧水，是三湘儿女的迫切期待。

问题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 关键在产
业。“两型” 改革， 牵住的是产业的“牛鼻
子”。6年多时间，仅湘江两岸，湖南前后关
停并转1300多家企业，否决了数百个不合
门槛要求的发展项目， 湘江干流断面水质
达标率（Ⅲ类以上）因此提高了11.6%。

2013年9月， 湖南将湘江保护与治理
纳入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以“堵源头”为
重点，划出更为严格的保护“红线”。省长杜
家毫郑重承诺：“对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
将率先对各级政府一把手实行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谁来改
政府市场合理归位，

给市场之手以更大空间
底价每吨1600元的COD（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最终以1820元成交———在株
洲市排污权交易平台， 首笔排污权电子竞
价拍卖，足足进行了11轮。

对于几年前就已涉足排污权交易的湖
南而言，这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加入排
污权交易阵营的城市已有8个， 市场交易
145笔，交易金额达4508万元。

长沙环境资源交易所所长刘中说：“以
前，环保工作更多依赖行政、法律手段，往
往只有环保部门‘单打独斗’，力量捉襟见
肘，引入市场机制，依靠经济手段，社会各
方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不仅是节能减排。当改革渐行渐深，难
题愈发复杂，湖南人惊喜地发现，给“无形
之手” 以更大空间， 用市场思维来答疑释
惑，思路往往更加清晰而高效。

长株潭启动居民水、电、气阶梯价格改
革。一年多来，长沙市实行阶梯水价用水户
的总用水量下降了18.5%。

长沙探路流域生态补偿， 出现水质超
标，上游补偿下游，并在全市通报，政府既
丢“票子”，更丢“面子”。

株洲首尝“绿色保险”。全市已有200多
家企业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险”。连续3年购
买保险的株化集团环保部部长李江辉说，“环
责险”有“三赢”：企业减轻了风险压力，政府
卸下了“无限责任”，群众有了第三方保障。

放权于市场，“有形之手”并非“失位”。
湖南的管理者比以往更加清楚，政府“做正
确的事”，“有形之手”才更有效率。

“两型采购”，湘潭开了先河。两年时
间， 过亿的采购金额， 不仅引导着市场方
向，也壮实了两型企业。湖南海诺电梯公司
副总李正康感慨地说：“虽说我们的产品有
节能优势，但企业毕竟年轻，没有‘两型采
购’ 的引导扶持， 不可能有近两年来年均
25%以上的销售增长。”

就在前不久， 湖南省对外发布了政府
采购支持的300多个“两型产品”目录，“两

型采购”正式进入省级层面。据测算，“十二
五”期间，湖南“两型采购”将超过4800亿
元，占政府采购“总盘子”的1/3。

怎么改
上下呼应，

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全民参与
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 却有各自不同

的解读。事项千头万绪，主体多元复杂，如
何避免“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调”？

“两型”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湖南的“两型”规划体系，就好比一棵

大树，区域规划是“主干”，示范区规划和专
项规划等是“树枝”。这棵大树日渐繁茂，不
断生长。

“两型”改革，要有具体“施工图”。
数年时间，湖南人自己摸索出一套“两型

标准”体系，涵盖经济领域、城乡建设领域、公
共服务领域三大类共59个；大至产业，小到家
庭，都能找到具体的“改革指南”。

从“绿心地区保护条例”，到“城市群区
域规划条例”，再到“湘江保护条例”……为
了让蓝图落地，湖南以法制为重点，创新监
管新机制。

湘潭市“两型办”副主任龙正辉认为，
让法制给改革上“保险”，是湖南“两型”改
革的鲜明特色。“改革并未一味突破， 有了
法制护航，既是规范，也是保护”。

让蓝图落地， 还需把住考核的“方向
盘”。

总分为700分的湖南各市州绩效评估，
与“两型” 相关的指标分值设置最高达到了
125分。眼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
统计指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绿色考核”统
领经济社会发展，湖南指日可待。

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的全民参与机制，
正在湖南全省铺开。 不久前，《湖南省中小
学两型教育指导纲要》开始实施，两型教育
正式走进全省孩子的课堂。“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片社区”———这
项在地方试点已初见成效的新经验， 必将
为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带来一个更加
光明的未来。

（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5日2版）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理念深入人心

湖南：改革求解“两型梦”
苑广阔

刚刚过去的2013年，可谓公务员的“禁令之年”。
这一年， 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行
为的全国性规定，涵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禁令频
频之下，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有的公职人员表
示“公务员越来越不好当”。(1月2日《现代快报》)
� � � �禁令越下越多，“紧箍”越念越紧，于是便有人感
慨“为官不易”。这样的感慨，既包含着某些人对过去
从业状态的留恋， 又是现在举手投足都必须小心谨
慎的真实体现。

在笔者看来，为官本该不易，“公务员不好当”就
是这一职业的常态。 一方面，官员作为公共管理者，
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分配， 决定着一个公共领域甚至
一座城市的大小决策， 当然要比寻常百姓更加辛苦
和操劳，也要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公共素养。另一
方面，官员手握一定的权力，面对着许多的诱惑，腐
败的机会也更大，因此对官员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
基于此， 中央为进一步提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
能力、群体形象、社会公信力，对其作出明确而严格
的要求，实属必要。

再来看看2013年以来出台的各项禁令， 虽然堪
称密集，但远远谈不上严苛，诸如“规范三公消费”、
“禁止公款送礼”等都是一些常识性问题，甚至可以
说是为官的底线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官员还
要喊出“为官不易”，只能说明，对某些人来说，过去
当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张报纸一杯茶、 打发一
上午”，“玩玩游戏、炒炒股票、待遇不变”。从这个角
度讲，2013年的 “禁令之年”， 是对以往的个别不合
理、不正常的纠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是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担当负责。

从事任何一项职业，都难言容易。作为国家公职人
员，更应敬畏和善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为百
姓谋福。那些在禁令下感觉受到了束缚，浑身不自在的
官员，该反思反思自己，以往是否做到了本分？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为官不易”
只是回归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