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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实施原创性改革100多项，在全国
率先建立两型标准体系， 在全国首创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体系， 在全国
首创政府两型采购……5年来，湖南不
断完善两型建设体制机制， 不断探索
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 不断积累传统
工业转型的新经验， 全省经济发展方
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致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构建两型社会创新体系
先行先试， 努力探索新的体制机

制。
健全规划体系。 建立以区域规划

为龙头，10个专项改革方案、14个专项
规划、17个示范片区规划和87个市域
规划组成的全方位、 多层次的改革建
设规划体系，绘就两型社会建设的“行
动路线图”和“建筑施工图”。

健全制度体系。 实施原创性改革
100多项，部署推进了以资源性产品价
格改革、产业准入退出提升、排污权交
易等为主要内容的十大重点改革，形
成31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改革
创新案例。

建立标准体系。编制60多个标准、
规范、指南，在全国率先建立两型标准
体系，两型景区标准由“湘标”上升为

“国标”。 率先开展两型认证，创造了全
国性的经验。

健全清洁低碳技术推广体系。 推
广新能源发电、重金属污染治理、脱硫
脱硝、绿色建筑等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推进重点项目800多个，总投资800多
亿元。

创建考评体系。 全国首创两型社
会建设综合评价体系， 在试验区开展
两型评价工作， 发布两型综合评价报
告。

健全法制体系。 颁布实施长株潭
区域规划条例、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
生态绿心保护条例和公共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标识等20多项法规规章，为
试验区改革建设护航。

建立示范创建体系。 推动两型社
会建设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家庭，打造两型示范创
建单位和项目1000多个， 使全社会学
有榜样、做有示范。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传统工业积累成功转型新经验

引导发展两型产业， 产业准入退
出提升机制初步形成， 产业结构变

“轻”、 发展模式变“绿”、 经济质量
变“优”。

产业准入门槛抬高。 出台产业环

境准入政策， 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
地、 节能、 环保等准入门槛， 凡新上
项目必须达到“两符三有” （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符合节能减排要求， 有
市场、 有规模、 有效益） 标准。 近年
先后否决达不到节能环保要求的项目
500多个。

落后产能加快退出。 加快淘汰高
污染、 高能耗、 高排放产业项目。 全
省先后对19个工业行业700多户企业
的落后产能进行淘汰， 其中淘汰炼钢

154.2万吨、 水泥3675.6万吨。 长沙坪
塘、 湘潭竹埠港全部关停退出重化工
企业， 株洲清水塘已关停、 搬迁企业
81家。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发挥政策引
导作用， 倒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自
主创新，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
全国首创政府两型采购， 覆盖171家
企业、 793个产品。 先进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以上。

生态型、集约式、现代化，
城市群发展形成新模式
摒弃“摊大饼”式的城市群发展路

径，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生态服
务的组团式理念，积极探索生态型、集
约式、现代化城市群发展模式。

城市群生态功能大幅提升。 将长
株潭52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规划为

“生态绿心”， 明确其中89%的面积划
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 打造成具有国
际品质的都市绿心。 长沙率先探索绿
色发展新模式，获评“全球绿色城市”。
株洲突出转型升级发展，实现由“全国
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到“全国文明城
市”的蝶变。 湘潭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荣获“全国污染减排与协同效应示范
城市”称号。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持续推进。 探
索突破行政区划界线的分工合作机
制， 加快城市群规划、 产业发展、 公
共服务等一体化进程。 主动对接国家
战略，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 湘江
新区、 “宽带中国” 长株潭示范城市
群等成功获批。 在实施“新五同 ”
（交通同网、 能源同体、 信息同享、
生态同建、 环境同治） 的基础上， 强
力推进“三通四化”、 特色产业园、
轨道交通、 湘江风光带等重大项目建
设， 打造了长株潭一体化的“升级
版”。

全省核心增长极初步形成。 长株
潭三市作为两型试验区的区域核心，
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 2015
年总人口1425万、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万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027.6
亿元， 分别占到全省21%、 43.2%、
40.9% ， 分别比 2011年增长 3.8% 、
50.2% 、 96.5% ； 湖南连续5年入围

“全国百强” 的县 （市） 均集中在长
株潭地区。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长株

潭地区全面小康总实现程度达到
95.9%，长沙成为全省首个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达标市。

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
绿色成全省发展“主色调”

以长株潭两型试验区为龙头，湖
南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成为湖南发
展的“主色调”。

绿色规划初成体系。 出台全国首
个省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编制形成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施意见， 对生态文明改革建设进
行了系统、 全面的顶层设计和安排部
署。 全国首批、中部率先制定出台主体
功能区规划， 确立我省未来国土空间
开发的战略格局。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
等重大规划编制中， 始终贯穿绿色发
展这根主线。

绿色改革形成特色。 着力构建系
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自然资
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 自然资源
及其产品价格、 生态红线、 生态补
偿、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
究等一批重要改革成果固化定型， 形
成湖南特色。 依托长株潭两型试验区
这个平台和载体， 全省先后争取到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国家公园等50多
项“国字号” 改革试点。

绿色转型纵深推进。 全面推进
资源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 全省经
济发展方式逐步由过度依赖资源消
耗的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 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
25%， 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
降低46.2% ， 分别超额完成“十二
五” 下降16%、 18%的目标。 全面实
施居民生活用水、 用电、 用气阶梯
价格， 以及脱硫、 脱硝、 除尘电价
优惠政策，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
用电量 、 用水量分别下降 15.4% 、
21.9%、 12.6%。

绿色整治集中攻坚。 将湘江流域
保护和治理确立为省政府“一号重点
工程”， “一区一策” 整治“五大重
点污染区域”， 累计实施污染整治项
目1740个， 淘汰关闭涉重金属污染企
业1182家， 退出规模畜禽养殖场2273
个， 湘资沅澧干流46个省控断面均达
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 加强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59.57%， 名列全国前五。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今天在沅江市举办的湖
南省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对接
会上，太阳鸟游艇、湖南国伏船舶、桃花
江游艇等企业，纷纷收获来自浙江、四川
等地订单；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长江船
舶设计院等则与沅江市政府以及金航船
舶、 帝豪船舶等企业签署产学研合作协
议。 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
重大战略机遇， 湖南船舶与海工装备产
业扬帆破浪， 产品覆盖全国各省并远销
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

产业集聚发展。 湖南拥有湘船重工、
益阳中海、常德达门、泰富重装等一批骨
干企业，初步形成了以泰富重装、湘电集
团为核心的湘潭海洋工程装备集聚区，
以太阳鸟、金航、海荃等为龙头的沅江船
舶制造产业园。 今年1至10月，全省海工
装备与船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
200亿元，全年预计达到260亿元。

研发创新能力强。中南大学研发的
国内首套深海热液硫化物勘查电磁探
测系统，装备在“大洋一号”上用于大洋
科考；湖南科技大学研发的海底多用途

钻机“海牛”号在南海海试成功，标志着
我国深海钻机技术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湖南大学在潜艇隐声技术、船舶机械隔
振、海洋平台结构、非线性动力学领域
取得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

产品独具特色。海荃游艇研发的全
新太阳能游览船，迈出全绿色船舶概念
设计关键一步；太阳鸟游艇设计建造的
42米双体游艇，打破了双体复合材料超
级游艇的世界纪录；泰富重装自主研发
的全球最大海上散货过驳平台船舶，其
综合性能全球首屈一指。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 李莎） 长沙黄花机
场扩建指挥部今日发布消息，黄花机场
第二跑道工程于9日通过民航专业工程
质监总站竣工验收， 预计2017年春节
前投入运营。届时，黄花机场将迈入“双
跑道”时代，可满足3300万人次年客流
量需求。

黄花机场第二跑道位于第一跑道
以东380余米处。 记者看到，第二跑道
地面上的助航灯已亮起，地面标识线已

全部划定。 与现有的第一跑道相比，第
二跑道全面升级：长3800米，宽60米，
按照4F标准建设， 为国内民用机场跑
道最高标准。

目前，黄花机场为单跑道运营。 今
年，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2000
万人次，将达到单跑道的满负荷容量。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志仁介绍，第二跑道投入运营后，可满足
最高年客流量3300万人次、 高峰小时客
流量1.1万人次， 高峰起降架次每小时50

架次，年货邮吞吐量38万吨需求，可供目
前最大客机空客A380起降运行。 届时，
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我省在中部乃至全国的交通地位和区位
优势更加凸显。

黄花机场第二跑道建设工程总投资
约36.4992亿元，2014年9月1日开工。 按
计划， 第二跑道将于12月初进行导航设
备、助航灯光、飞行程序等校验飞行，12
月中旬进行空客A320和A380两架客机
试飞，12月下旬进行行业验收。

�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段者文）今天下午，由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全资建设的湖南传媒大厦
LOGO评选六强专家终评会在长沙举
行。 6名来自全国的优秀设计师汇聚长
沙，精彩路演。经过专家评审决议，湖南
本土设计师范伟设计的LOGO胜出，获

得奖金6万元，其余5位设计师每人获奖
金8000元。

范伟的设计兼顾了湖南的地域独
特性和传媒大厦的权威性，得到了评委
们的一致青睐。

范伟是湖南岳阳人， 拥有10多年
的设计从业经验，平时不仅在一家高校
从事艺术设计教学，还是一家广告公司
的设计总监。“能够在LOGO设计中传
递我的思维和想法，并且这件作品能得
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非常开心。”范伟介
绍，作品融入了楚币、箭头、芙蓉（莲
花）、携手等元素，体现了“文化+金融+
信息”的文商融合的楼宇理念，以“正气
上扬”“芙蓉独秀”“一言九鼎”“和睦四
海”为传媒大厦核心定位，一展传媒的
多元特性。

湖南传媒大厦是由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全资建设的省重大文化产业工程项目。
作为超5A级、多功能复合写字楼，传媒大
厦兼具信息传媒创意融合使命，跨越文化
金融文商属性。 此次LOGO征集面向全
球， 抛出10万元奖金吸引众多设计师参
与，组委会收到设计作品共1000余件。经
过专家初选、网络评审、网络公示三大环
节，6件佳作脱颖而出，入围终极评审。

评审会上，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院长李少波、湖南省广告协会秘书长兼文
创委员会主席古湘、湖南省出版设计专业
委员会主任谢颖、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吴尚君等6位专家组成评委。 吴尚君
对于大赛的模式表示高度认可，他说，6强
选手经过层层选拔，结合了群众参与和专
家评审，是一种全民视觉文化的普及。 此
次征集一方面提升了传媒大厦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个全球设
计师的交流平台，让更多设计师、设计机
构、文创企业关注湖南。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 � � � 11月10日举行的“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和
全省生态文明改革建设成就新闻发布会上， 省两型试验区工委展示的
案例和数据显示，湖南正实现———

两型引领 绿色发展

湖南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扬帆破浪
产品覆盖全国并远销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今年头10个月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超200亿元

长沙黄花机场第二跑道竣工
2017年春节前“双跑道”运营，可满足3300万人次年客流量需求

湖南传媒大厦LOGO评选揭晓
本土设计师作品胜出

� � � � � 1、长株潭三市，2015
年总人口1425万， 实现
GDP1.2万亿元， 地方财政
收入1027.6亿元，分别占全
省21%、43.2%、40.9%，分
别比 2011年增长 3.8% 、
50.2%、96.5%。

� � � � 2、 推广新能源发电、
重金属污染治理、 脱硫脱硝、
绿色建筑等十大清洁低碳技
术， 推进重点项目800多个，
总投资800多亿元。

� � � � 3、“十二五” 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
计下降超过25%，单位
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
累计降低46.2%，分别
超额完成“十二五”下
降16%、18%的目标。

� � � � 4、 将湘江流域保护和治
理确立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
程”，“一区一策”整治“五大重
点污染区域”， 累计实施污染
整治项目1740个，淘汰关闭涉
重金属污染企业1182家，退出
规模畜禽养殖场2273个，湘资
沅澧干流46个省控断面均

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质标准。

制图/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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