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1"2345678
9:;<=>?"@AB " C $ DE/
()*F !%$&%'( GH-/ IJ7
8KLMNF "'%')%## O"LM

*P*Q9:;RS@- $ TB " C
' D/9:;UJV*SWXYZ[
-\]B

9:;^_`a/ bcde6
78fgBhij78kgl/mn
oKpqrs/ Ituvwx+y
z78{;|/ }U~���Z
�� �9:;^+���V*�/�
����k��B�����,-S
�(���P� �9:;���j��
�� ¡/ ¢q£¤¥¦§¨OB
�fgbc/I©ª«¬/p©ª
®B ¯�k°±²k/¯�³°´µ
¶B ·*%p^01/·*%°I¸
¹�F+°º»¼e½¾O¿/I
À$Á~¾O¿eÂT� �

��kb�S-fÃ/ 9:;
ÄV*[-ÅÆqÇÈ/ [-�Æ
É®ÊË��IÌU\@ÍÎÏÐ/
·*%}Ñ^ÒÓÔZS-/ pÎ
^IÔÕÖ{"+×ØØÙÚP� �
UXYÛ[-\]ÜÝ/ 9:;Þ
ß¢à+áâã�äåV*/ äå
æçèéÔ�

!!""

êëvhì�>íîïð
í�"ñàAK/òóV*ô
%AKõö÷ø�ùA+ú
í� pà�û+ìü*Qw
xýþÿÚ�! !%$& c " C

$% D" & C " D/ ÷øà#; **% >S-*Q/
�+,-./0( \l���_$%�,-&^Ñ^'f()
*+Wø,~-/.1/01234-&5,67á
�8

!"#!$%&'(
9:/:;²<·ô%�ì�>íîïðí�/}

nS=+>?@"-?� ABCDÔ8E#%S-
?@U $% !<FG" "% !1F2ÜH"*Q/I'=

+�J,-"K-lÖL #%S-?@U &% !
<FGÜA" $%% !1F3ÜH"*Q/I'=+��
,-"K-lÖL#%S-?@U !%% !<FGÜA
"*Q/I'=+�+,-"K-lÖ�

!)#!*+",-.#/0
M�/N:"S-*%[-ÛO/I�[-Ý

"PQK-Dd+ìSR $!4%% Üd/STòóV
*U<5556-/789:69.;G�ùA+úí�÷ø¦V/
WX¶YZ�ì�>íîïðí�*%õö÷øK-
ª[/}\]YZª[^\+_/UA`Z}aß
bcñIbÔ÷ødef� gf/:pIÜh�ò
óV*i`æª/Uj#S×k�÷øSl�mno
�÷øSlpq�

!1#!234(56
+Ý/:rsU§,t23"45Z� " C !!

D�& C ( Duì/ òóV*àvwméuQK-
÷ø/x#;+,- !% >��,- (% >�J,-
*%% >/-&®yÔ�+,-./0( \l���_$%���z
{|}=~��� mK-��pàh�òóV*U�
�V*ì�� Z� òóV*i`æª,��Ä�ç
��

0°�/ÀX�RUK-÷øS�KS"�3
*QZ� òóV*à��S-*Q"�aª[/à
-&�°��"*Q�U�"K�V*SW/K�
V*SWà�+��S-*QXY[-�U�a�
*Qwx/N:méUAK-`��Ý/��;�
åh��h/g�:À^S-f�+5�

!#$%"

78!  " C # D" " C !( D
9:! klÖ12 &< ¡¢?£¤¥¦§¨

&%=$%% !©øª«�
FJ¬®¯¯)ô%�ì�>íîïðí�

°±<" C $% DGS²òó*K/ÔZ(*Qkl
Ö³:B´0¬kv $! �S-lÖ�"% .!@-
"¯¯)%µ/òóV*i`æª¶·¼�ì�>
íîïðí� ��"U¸¹º»¯%µ� ¼½Uæ
ªA¾«» �̄ì�>íîïðí�%µ/Ñ¿IÜ
ZÀÁ"%qÂÃ�-ÄÂÅ,ÆXª[/ÇÈB
´¯¯)*%"É¶ÊË/ÍIÜdeK-12¡
¢?¨ &%=$%% !©øª«�

! " C # Dy/ òóV*i`æªàÌ] !%
ì·¼�ì�>íîïðí�»¯÷ø�÷øGº/E
de¹º» �̄ì�>íîïðí�%µ"¼½/¯
¼S--?ñI'=©Í"*Î�» �̄ì�>íî
ïðí�%µ#�S-*ÎU $% �ÜA<FG/�
I'=+�deK-"lÖ� +�æªO+ìI
Ü� $% �»¯%µ� Ï�÷øÂ+,- "% >/�
-Ð &< ¡¢?£¤¥¦§+ÑL �,- $%% >/
�-Ð $%% !ª«LJ,- !%% >/�-Ð &% !

ª«�
ÔÒÓ¼½deP÷ø/òóV*i`æªA

¦ÔÕÖ/pÖ�°ç�S-��3>#�� òóV
*æª'fbÔZÀV×
*%ª["ØÙÚ"��/
)IÜh�Û�Ü¿gÝ
Þ�-/789:�g�òóV*�ß
nàT�

!&'"

!"#$%&'()*+( !"#$%&'(%)*+,-./0123

!"#$%&'(%)*+,-./01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理 论2015年4月7日 星期二8

责任编辑 朱永华 版式编辑 周双

“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
加快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
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这是省委、省
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近年来，
我省各地认真落实“四化”同步发展要
求和“四化两型”战略，在推进新型工
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逐步重视融合
发展，积极探索融合发展措施，努力提
升融合发展水平。 据有关机构研究，
2013年我省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
水平达到0.7447， 与长三角等发达地
区差距逐步缩小， 融合发展整体水平
已处于中上阶段。 但是， 从我省工业
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总体目标来
看，制约仍然较多。

四大因素制约工业化与
城镇化融合发展

工业化、 城镇化整体水平仍然不
高，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7.4、5.77个
百分点（2013年），省内各地工业化与
城镇化融合发展也不均衡， 存在四个
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是推进机制
不完善。 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
展的相关体制机制仍不健全， 缺乏系
统性强的顶层规划， 存在就工业发展
工业、 就城镇建设谈城镇建设“两张
皮”情况，经费使用、项目管理和建设
等方面各自为政， 针对工业化与城镇
化融合发展的专项政策少，政策整合、
衔接不够。 二是园区发挥载体作用的
条件有待改善。 产业园区是工业化与
城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全省127个省
级及以上园区集中了全省一半以上的

规模企业， 吸纳了约15%的城镇就业
人口， 但大部分园区与产业发展配套
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低， 部分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 生活性配套设施建设
比较滞后，在空间上、功能上没有对城
市形成有力支撑。三是产业支撑不强。
部分城镇偏重空间快速扩张， 土地城
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导致有城无市。
同时，由于产业集聚度不高，吸纳就业
能力不强，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
失地农民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稳定
的工作和收入， 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市民化。 四是产城分割现象仍然存
在。 部分地方在规划建设产业园区过
程中，园区规模逐年扩张，但城市功能
没有随之延伸， 一些园区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占比不到18%， 公共服务不能
满足生活需求， 园区产业工人成为工
作在园区、生活在城区的“跑跑一族”。

五条加快推动工业化与
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1、明确融合发展的思路 。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深度融合、协
调发展之路。 一是突出工业的主导地
位。无论过去的发展经验，还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 工业都是经济发展的根基
所在。 目前我省工业化还处于中期发
展阶段， 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 需要继续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
动力不动摇，通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
二是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 如果工业
过度分散，并不能相应地推进城镇化。
应该进一步优化工业布局， 推动工业
企业和项目进园区， 通过工业产业和

产业工人的相对聚集， 促进物流、商
贸、住宿、餐饮、娱乐、教育、文化等服务
业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三是发挥园
区的载体作用。 摒弃工业化与城镇化
分而治之、各自为政的传统做法，以全
面推进园区“135”工程为契机，加快园
区工业地产建设，完善园区配套功能，
大力培育优势主导产业， 使园区既宜
工又宜业宜居，成为发展工业、吸纳就
业、集聚人口的城市新区。四是调整园
区的产业结构。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
发展之路，推进特色专业园区建设，培
育特色主导产业集群。 深入推进产业
园区倍增计划，重点引导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服务业向国
家级园区集聚， 支持省级园区利用比
较成本优势， 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和劳
动密集型、资源精深加工型产业。五是
加快产业新城建设。 以制定“十三五”
规划为契机， 进一步调整优化城镇发
展空间格局和产业布局， 在现有园区
改造扩容或者新建产业园区过程中，
实行园区基础设施同城化布局、 公共
服务均等化提供， 推动由单一建园向
综合造城转变， 把产业园区建设成为
集生产、消费、休闲为一体的城市产业
功能区。

2、出台专项政策和规划。目前，全
国不少省份纷纷制定专项规划，出台专
门文件进行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建议
尽快编制我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
合发展专项规划》， 并以省政府名义出
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挥规划和政策的
引领作用。

3、建立协调工作机制。针对当前工

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不足、各自为政的问
题，建议建立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
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省政府主要负责
人作为召集人，促进地区之间、部门之
间沟通合作，及时研究解决融合发展中
的困难和问题。省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
会同省城镇化领导小组，研究建立科学
合理的测评体系，加强对不同地区的分
类监测，对融合发展效果进行评价。

4、开展融合试点示范。在市、县两
级选择产业集聚度高、 配套基础条件
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和园区，高水平
规划和稳步推进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试
点示范区，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关
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进行支持。

5、创新有关制度措施。推行园区产
业工人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实施居
住证“一证通”，凭居住证享受与当地城
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将园区稳
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公租房覆盖范围，
将园区人才公寓或产业工人公寓等建
设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范围，园
区产业工人及随迁子女在教育、 医疗、
社保等方面纳入社区服务体系；全面放
开落户限制，吸纳园区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等，通过园区的就地城镇化，把大批
“候鸟型”、“背包型”产业工人就地转变
成为园区的永久居民。在园区用地指标
中明确一定比例土地为综合用地，重点
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适度提高建筑
容积率，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
和投入产出强度；加大闲置土地清理力
度，创新闲置土地盘活方式，依法采取
协议或定向转让、拍卖等多种方式回收
闲置土地。
（课题组组长谢超英：省经信委主任）

理论调查

徐守盛书记提出：“要发挥岳阳作为我省融入
长江经济带的‘桥头堡’作用，将其发展成为全省
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作为岳阳乃至湖南的北大
门，临湘市将因势利导，努力把临湘打造为湘北地
区最具吸引力、辐射力和竞争力的增长极。

主攻项目， 建造强引擎。 一是立足优势谋项
目。利用区位交通、资源禀赋的优势，着力谋划一
批“具备发展基础、切合发展规划、引领发展方向”
的新项目、好项目，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将包括
桃矿重金属污染治理在内的总投资达957亿元的
项目进入国家省市计划笼子。 二是抢抓机遇引项
目。利用中央、省市支持长江经济带的政策机遇，
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的衔接，认真研究政策，增强
工作的针对性，主动对接项目，争取抢占先机，力
争获得更多的政策项目及要素支持。 三是全力以
赴建项目。我们将以务实的态度、过硬的作风， 全
力以赴在土地保障、资金筹措、征地拆迁等方面为
项目建设排忧解难，着力营造一个宽松优惠、诚实
守信、优质高效、安全和谐的发展环境。

突出园区，开辟主战场。我们将按照把园区打
造成新型工业化的火车头、 产城融合的示范区的
发展定位，坚持“循环、绿色、安全、高效”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规和产业规划编
制。按照强化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积极盘活存
量，在两年内创建失地农民创业园、完成30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以及厂区三通一平、排水、电等配套
设施建设。以精细化工为主业，主动对接长株潭产
业转移和长炼岳化上下游产业， 筛选一批发展前
景好、科技含量高、财税贡献大的项目落户园区。
延长产业链条，着力培育绿色化工、现代物流等主
导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沿江产业，大力发展大耗
水、大运量的亲水、需水、涉水产业。

激活城镇，打造新洼地。坚持以规划为龙头。围绕沿江开放开发
大背景，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蓝图”，特别是要强化区域协作，围绕
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的建设发展，
就区域发展规划、合作等事项，与兄弟县市区协同发展。 建设特色乡
镇，提高竞争力。始终把小城镇建设与产业支撑相结合，大力推进“一
城带三镇”建设，通过实现差异化建设、互补式发展，因地制宜把儒溪
镇打造成石化港航镇，把羊楼司镇打造成竹木集散镇，把桃林镇打造
成物流贸易镇，把黄盖打造成三国旅游镇，力争羊楼司、黄盖等乡镇
进入省际边界特色乡镇行列。改善人居环境。依托我市“城在山中、水
在城中”的优势，以深入开展五城同创为载体，通过完善公安“天网”
工程和城管数字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科学化水平。着力整治市域交
通秩序，确保道路畅通安全。严格控建私房，持续加大城区和乡镇禁
建拆违力度，坚决打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大力治脏、治乱、治堵，全
面推进城镇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深入开展全民文明素质教
育，教育引导全体市民存文明之心、倡文明之风、行文明之举，努力将
城镇打造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作者系临湘市委书记）

古丈县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视察
工作时的讲话精神为指针，把精准扶贫
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进一步落实责
任、创新机制、拓展工作内容。

结对帮扶到村到户 , 让扶贫责任
“实”起来。抓实单位联村。大力推行“单
位帮扶到村、干部帮扶到户”的“一对
一”结对帮扶工作制度和“1+1”驻村扶
贫模式，贫困村、贫困户不脱贫，帮扶单
位、结对干部不脱钩。抓实扶贫规划。强
化规划引领作用，以编制实施“十三五”
规划为契机，加快完善全县精准扶贫实
施规划，抓紧编制乡镇、村精准扶贫规
划，逐步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精准扶
贫规划体系。抓实考核管理。加大驻村
扶贫考核力度， 将扶贫工作纳入全县
“五文明”考核范畴，将具体任务指标量
化、细化。

产业扶持到村到户 ， 让贫困农民
“富”起来。坚持把培训农民、提升农民

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性工程来抓，
由单纯扶资金向扶智慧、 扶志气转变。
坚持规划到村、工作到户、因户施策,尊
重群众意愿， 大力推进茶叶、 烟叶、柑
橘、油茶等特色种植业和山羊、黑毛猪、
稻花鱼等特色养殖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大力发展民俗体验、乡村休闲、观光农
业等乡村文化旅游。培育壮大一批效益
好、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建立
完善贫困户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

基础设施到村到户 ， 让农村环境
“美” 起来。 一是致力解决“园区配套
难”。 围绕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 标准
园、精品园建设，加大上争项目和涉农
资金整合力度， 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
设，推动“园区景区化、农旅一体化”，打

造优美田园风光。二是致力解决“行路
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确保年内实现
140个行政村村级道路硬化全覆盖，到
2020年基本实现人口相对集中的自然
寨道路硬化。三是致力解决“环境治理
难”。有序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面
改善贫困群众的生活环境。

民生保障到村到户， 让农民实惠
“多”起来。统筹实施好农村教育、乡村
卫计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
村社保体系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工
程。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视家庭收
入情况、人员构成,合理确定建房面积,
逐村逐户建立档案,年内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1000户，让困难农户真正受益，逐
步解决住有所居问题。坚持农民自愿、

先易后难的原则,对高望界国家自然保
护区的贫困对象稳妥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

为民服务到村到户 ， 让基层组织
“强 ”起来。一是突出为民服务平台建
设。 以推进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为抓
手，完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农村便民
服务代办点工作机制， 科学细化服务
项目，使每个村的社会事务实现定格、
定性与定量管理， 真正实现“事在格
办、钱在格领、证在格拿、困难在格反
映、问题在格解决”。二是强化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把更多致富带头人、经济
发展能人等吸纳进村支部， 逐步建设
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
伍。三是建立完善服务机制。全面落实
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党员干
部结对帮扶、党员干部进社区、乡镇干
部驻村、村干部坐班等制度，推动干部
工作重心下移。

（作者系古丈县委书记）

走有湖南特色的深度融合、协调发展之路
———关于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调查

落实省委“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要求，要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深度融合、协调发展之路

□省经信委课题组

工作探讨

工作笔谈

融
入
长
江
经
济
带
打
造
发
展
增
长
极

融入长江经济带，临湘市要
通过抓项目、强园区、活城镇的
方式，力争成为新的增长极

□

黄
俊
钧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 加快全面小康步伐

贫困地区搞好“精准扶贫”要落实责任、细化规划，做
强产业，争取与全省同步进入“全面小康”

□杨彦芳 ■思想漫画

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 缺乏创新， 在事业上亦不会
走很远。 陈英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