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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株潭试验区管委会 主办

绿色化：两型社会建设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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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庆沙搜集整理）

区域规划条例开地方立法先河。 长株潭
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以来， 把区域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对城市群经济发展
模式、 空间结构、 土地利用等提出了新的要
求。 为全面实施《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促
进区域有序协调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
现代化的生态宜居城市群， 省人大常委会于
2009年 9月出台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区
域规划条例》，对区域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
内容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 突出了
区域发展的“两型”主题，明确了区域规划的
法律地位，强调了区域规划的统领作用。 对省
市两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的责权进行了明确
划分，使之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同时，提出
构建人大监督、政府监督、部门监督、监察监
督和群众监督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督体系。 区
域规划条例的颁布实施， 为破解两型社会建
设遇到的难题，深入推进全省两型社会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地方
立法为两型社会建设保驾护航的典范。

《绿心保护条例》为生态文明建设护航。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是区域规划中重点
保护的地区，是长株潭的公共客厅，是试验

区改革建设的重要标志。 保护生态绿心是一
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是我们共同的
责任，为此，省人大常委会于 2012 年 11 月
出台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
保护条例》，按照“省统筹、市为主”的原则，进
一步明确了生态绿心保护的责任主体、项目
审批主体和审批权限，对科学合理划定功能
区，切实加大生态建设、治理和修复，切实保
护水系、湿地、国土、矿产等资源做出了具体
规定，把生态绿心真正保护好、管理好，置于
法规的保护之下，要求大家像保护自己的心
脏一样保护生态绿心，造福全省人民、造福子
孙后代。 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建设美丽湖南
和两型社会提供了生态立法示范, 为全面发
挥生态绿心地区的生态屏障和生态服务功
能提供了法制保障，为保障长株潭城市群重
要生态功能区开启了立法先河。

通过两部地方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区，践
行“先行先试”，建立了区域规划法规体系，奠
定了区域规划的法定地位，初步理顺了“两
型”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
规划及“两型” 规划体系内部各项规划的关
系，以地方法规为区域规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执笔：宋娟娟 徐卫波 唐迅 张凌烽）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产业布局
注重集约化、 生态型和开放式开发，

形成“一心双轴双带”的空间结构。 一心，
即三市结合部的绿心地区，是两型社会建
设的窗口。双轴，包括长株东线服务轴、湘江
服务轴，是城市和产业一体化建设的综合廊
道。 前者依托空港、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对外
交通设施，重点发展中央商务、先进制造业、
空港物流等高端产业。后者依托沿湘江分布
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建设
具有生态绿谷、景观项链和经济走廊三大功
能的创新发展轴。 双带，包括北部综合发展
带、南部优化发展带，是依托城镇的产业拓
展走廊。 前者综合发展先进制造、高新技术
和现代服务等产业，成为长株潭向湘西北辐
射、拓展发展腹地的重要轴线。 后者加强基
础产业优化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成为长株潭
向湘中辐射的重要轴线，使长株潭未来发展
有更大范围的协作区域。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综合交通体系
按照 “协调引导 、绿色低碳 、效率提

升”的发展模式，构建综合交通通道和枢
纽。 规划形成“四条国家运输通道、三条区
域运输通道、四条地区运输通道”的走廊
布局及“一主五副”枢纽布局。 公路，规划
高速公路形成“六纵七横两环七支”网络
布局。 铁路，构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成
渝、中原地区的大能力铁路通道，强化铁
路枢纽地位。 水运，规划形成“干支结合、
水陆联运”的内河航运体系和“两纵四横”
骨干航道网络布局。 航空，以空港建设为
基础，构建内陆城市国际化的平台。 规划
形成“一主六支五通用”机场系统布局。 城
际轨道交通。 规划形成“一心六射一半环”
网络布局，完善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络
布局。 城际快速道路。 构建沟通核心区各
重要组团的“九纵九横九联”长株潭城市
群城际快速零费道路网络。

绿心空间管制分区
《绿心总体规划》将绿心范围划分为

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控制建设区三
个层次， 其中禁止开发区 263.69 平方公
里，限制开发区 198.56 平方公里，控制建
设区 60.62 平方公里，禁止、限制开发区占
到总面积的 89%。 《绿心保护条例》规定了
分区准入条件：在禁止开发区内，除生态
建设、景观保护建设、必要的公共设施建
设和当地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外，不得进行
其他项目建设。 在限制开发区内，除生态
建设、景观保护建设、必要的公共设施建
设、当地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土地整理、村
镇建设和适当的旅游休闲设施建设外，不
得进行其他项目建设。在控制建设区内,禁
止工业和其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建设
项目，逐步退出现有工业项目。

站在历史的新高度，长株潭国家两
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科学起航，从战略全
局出发 ，以区域规划为龙头 ，以绿心规
划为重点，以区域规划条例和绿心保护
条例为实施保障，高水准健全完善顶层

设计， 明确两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
基本要求、奋斗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
措 ，以及法制保障 ，描绘两型社会的宏
伟蓝图，全面指导推进长株潭两型社会
建设。

区域规划体系, 奠定城市群发展的
顶层设计。《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以
下简称《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起因
于省委、 省政府关于长株潭城市群一体
化战略， 历经十余年， 先后两次提升调
整， 形成了 1 个区域规划、18 个专项规
划和 17 个示范片区规划等较为完整全
面的规划体系。

2005 年，省政府批准第一版《区域
规划》，主题是“大力推进长株潭经济一
体化”，主要目标是“推动形成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
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
质的多中心城市群地区”。

2008 年，国务院批准第二版《区域
规划》，主题是“构建两型社会”，规划目
标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中部
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全省新型城市化、新
型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区， 具有
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生态型城市群”。

2015 年 2 月，省政府批准《区域规
划》2014 局部调整版， 主题是“创新发
展”，重点是修正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
况，呼应国家战略布局，完善目标体系，
优化战略路径，确定行动工程，强化机制
创新，打造新常态下的规划升级版。

以《区域规划》为纲，以专项规划、片
区规划为目，以《区域规划条例》和《绿心
保护条例》两个条例及实施细则为保障，
形成高起点、 多层次、 全覆盖的规划体
系，架构起科学完备的顶层设计，成为统
揽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 指导两型社
会建设的行动指南。

根据国家新形势、新战略、长株潭
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2012
年起历时两年多，区域规划进行了局部
调整，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对区域规划的
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和修正，基本延续
了上版规划的空间层次和结构，进一步
强化了空间协调的措施，并重点从七个
方面对上版规划进行了调整、深化和提
升：

一是适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 确定
了与时俱进的目标体系。 面对国内经济

“三期叠加”，发展模式加速转型，规划明
确提出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城市群协同
发展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
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支撑区、 内陆开放
和自主创新先导区、 全省率先迈向基本
现代化引领区的“五区”功能目标，并将
发展目标按近期、远期分别确定，分别对
城镇化、产业、交通、生态、环保、基础设
施、 资源利用等六类专项发展提出分类
推进目标。

二是响应“一带一部”战略新定位，
提出五项措施。落实中央对湖南“一带一
部”发展战略定位，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
长株潭三市核心，推进岳阳、衡阳、常德、
益阳、娄底等次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实
现生产要素均衡布局； 强化岳阳城陵矶
和衡阳白沙两大战略性空间重点， 加强
与长三角、珠三角的联系；以城陵矶港为
龙头、联合长株潭组合港，共同组建湖南
省的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三是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强
化长株潭一体化创新发展。 按照功能分
级、优势凸显、错位发展的京津冀模式，
规划强调统筹各项发展要素， 通过资源
疏解引导功能有机重组， 实现长株潭三
市同城化、均衡布局，实施中心城区和湘
江沿线退二进三或产业升级， 提出产业
格局从“T”型转变为“工”型目标。

四是落实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提
升协同互动发展新格局。 围绕建设长江
中游城市群，规划提出与武汉城市群、鄱
阳湖城市群积极互动共建长江中游城市
群五项措施， 即加强长江航运及沿江交
通走廊建设，建立统一市场、共享科技文
化创新，文化创意与“红三角”旅游联盟，
共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粮食安全保
障，产业链重组和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等，
加快城市群协同步伐， 共同打造中部地
区崛起的核心增长极。

五是突出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生态
格局保护和湘江治理。 以长株潭生态绿
心、湘江水系、洞庭湖区、雪峰 - 武陵山
脉和罗霄 - 幕阜山脉为重点， 规划提出
构建“一心一脉、一肾两肺” 生态格局，
分别实施强心、净脉、清肾、理肺保护修
复策略。

六是建设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提升
城市群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规划提出“一
主五副”枢纽布局，构建“城际轨道网、城
际快速路网、区域绿道网、高速公路网”，
“中部空港中心、长江航运中心”的“四网
两中心”的交通格局，构建连接长三角、
珠三角、成渝、中原地区的大能力铁路通
道，强化铁路枢纽地位，提升机场国际化
水平， 将长沙黄花机场建成中部国际航
空枢纽。

七是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 带动全
面小康社会建成。 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社会，规划提出协调城市空间发展，以新
型工业化带动城市快速发展， 强化现代
服务和制造升级； 协调城乡融合空间发
展，加强城乡经济交流与协作，承担部分
城市功能外溢；协调乡村空间发展，推进
农业现代化。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位于长沙、株洲
和湘潭三市交会地区，是长株潭城市群重要
的生态屏障。 区域内共有 22 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面积 522.87 平方公里，区域内丘
陵与盆地交错，田园与湖泊、青山交织，形成
了良好的生态本底。 保持、修复绿心地区良
好的生态环境，对于长株潭三市区及其周边
城镇来说，在景观美化、调节气候、有效缓解
城市热岛效应和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隔离净化等方面将发挥十
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

生态绿心既是全省两型社会建设、湖
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大工程， 也是直
接提升长株潭三市 1200 万城乡居民生活
质量的大氧吧，也是“绿色湖南”、“两型湖
南”的一张闪亮名片。 2011 年 3 月，习近平
同志考察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谈到绿心保护
时说：“湖南保护好这个生态绿心，50 年
后，将在全国、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可以
说， 长株潭绿心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先行先
试， 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改革铺下了一块
厚重的基石。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绿心保
护， 2003 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中正式提出“生态绿心”概念。2007 年，获批
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后，省委、省政
府进行顶层设计，再次明确要求创新发展绿
心。 2008 年，省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并
集体到绿心调研考察，提出严格控制绿心地
区开发建设。2011 年，《绿心总体规划》获省
政府批准实施，将绿心地区功能定位为：“长
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两型社会生态服务示
范区”。2013 年，省人大颁布实施《绿心保护
条例》，绿心保护走上法制化道路。

明确主体责任。保护条例明确省人民政
府和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省两
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领导协调机构为主要协
调机构，省林业、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
化、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
建设、水利、农业部门等为主要职能承担者，
长株潭三市和涉及生态绿心地区的 13 个县
（市、区）人民政府为辖区主要保护者。

划定管制红线。规划绿心范围划分为禁
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控制建设区三个层

次，其中禁止开发区 263.69 平方公里，限制
开发区 198.56 平方公里，控制建设区 60.62
平方公里，禁止、限制开发区占到总面积的
89%。 两年来，省长株潭两型管委会组织长
株潭三市政府共埋设绿心保护界牌（桩）
541 块。

建立保障措施。《绿心保护条例》要求建
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优先安排绿心地区生
态建设工程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
展生态农业、旅游休闲产业，提高生态绿心
地区生态综合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加大对
绿心地区居民就业培训的力度，促进适龄劳
动力充分就业等等。规定了破坏生态绿心违
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严格绿心项目准入。 出台《长株潭生态
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管理程序（试行）》，
长株潭三市建立国土、规划、林业、环保等部
门绿心项目选址联合审查机制，实行最严格
的建设项目准入制度。

创新绿心监控模式。启动实施绿心监控
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依托卫星遥感技术、地
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对 522 平方公
里范围内的生态建设、可建项目建设、违法
违规建设行为等展开全面监测，对绿心地区
实施普查 - 处理 - 监督（即查、处、督）一体
化的管理。

实施绿心生态保护举措。《绿心保护条
例》颁布实施以来，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在绿
心地区积极实施植树造林等生态工程，共完
成人工造林 9475 亩、封山育林近 20 万亩、
通道绿化 224 公里。 积极引导现有矿业权
和“两高”产业有序退出，长沙市坪塘老工业
基地内 21 家高污染企业全部退出，株洲市
关停 50 家生猪养殖场，国土资源部批准湘
潭锰矿建设成为第三批国家级矿山公园。

建立绿心保护机制。 强化绿心保护责
任，将绿心保护条例明确的各项工作逐项细
化，分解到长株潭三市政府和 12 个省直相
关部门，将生态绿心保护工作纳入 33 个省
直单位的两型绩效评估考核范围。省发改委
下发关于贯彻落实绿心保护条例的通知，省
林业厅制定实施生态绿心提质行动近期计
划，省住建厅制定生态绿心地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及建设项目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等。

二、护“绿心”

三、立“绿法”

一、编“绿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绿
满
山
乡
。

图为省直部门召开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局部调整成果评审会现场。

绿色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