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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日，星期日。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望岳街道恒华社区

的长沙市两型宣教基地一派热闹，一场两型
互动活动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趣味
游戏、废旧物资手工制作指导、生活垃圾智
能分类积分现场兑换， 社区居民踊跃参与，
现场气氛高涨。

基地负责人介绍， 这样的互动是常态，基
地就是一个“两型理念推广平台、两型知识传
播中心”，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带动

大家认识两型、实践两型，共建生态文明。
什么是两型，怎么建两型？在长株潭两型社

会试验区获批之初，人们多有困惑。 十年探索，
试验区将两型标准化、具体化、普及化，打造出
一个个可见、易学的两型样本，激发每个社会主
体参与两型建设的积极性，把原本“高大上”的
两型试验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事， 形成了
示范普及、绿色共建的“大合唱”。

制定标准，使两型创建行有所依。 紧紧围
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两型社会”“怎样建设两
型社会”，制定出台了 16 个两型标准、23 个节
能减排标准、43 项两型地方标准， 将生产、生
活领域中的资源环境因素，细化成评价细则和
标准，成为实践的度量衡。

树立标杆，使两型创建学有榜样。 深入开
展两型示范创建，培育试验田，打造样板间。三
湘大地，两型景区、两型企业、两型园区、两型
村庄、两型学校如繁花盛开，成为一道道独特

的风景线。 全省两型示范创建单位和项目达
到 1000多个。

“你会正确喝水吗？ 你会识别地沟油和打
蜡大米吗？你会清洗蔬菜、水果吗……” 每年，
长沙市两型公益宣讲员仝娟要讲 10 多场讲
座，从日常生活点滴出发，与社区居民分享如
何践行低碳环保生活。

对许多湖南人来说， 两型不是一个空洞
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 在城市，出
行租赁自行车，购物自备环保袋，下班拔掉电
插头，下馆子打包剩余饭菜；在农村，洗澡用太
阳能热水器，做饭用沼气，安装节能灯，垃圾分
类放，蔚然成风。

千家万户被发动起来，每一个社会“细胞”
被动员起来，全省上下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
起的主动性和体验两型、参与两型、践行两型
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处处皆两型， 人人可两
型”的理念深入人心。

今年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十周年。 十年来，湖南勇担国家使命，率先探
索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十年先行先试，十年硕果累累，两型，成为湖
南闪亮的绿色名片。 从今天起，我们陆续推出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获批十周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担当国家使命的绿色实践
———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获批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前言】

唐 婷 李红卫 王建勇

千里湘江逶迤北去。
这条曾经见证过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先驱之河，今天，依然激荡着理想之波，传承着湖

湘儿女的梦想。
时光回溯到 2007 年 12 月 14 日，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湖南人民梦寐以求的首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是湖南后发赶超的一次重大历史

机遇，更是一场影响全国、启迪世界的国家试验。
以此为起点， 湘江之滨， 展开了一幅担当国家使命、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恢弘画

卷———
圆满完成试验区阶段性目标任务，50 多项“国字号”改革试点花落三湘，五大改革经

验上升为全国经验……十年来，湖南紧紧按照中央批复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率先探索
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推动全省产业结构变“轻”，发展
模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书写了绿色发展的湖南答卷。

先行先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2011年 3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考察时指
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你们抓得早，
抓得主动， 抓出了效果，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子，希望继续探索，为全国提供借鉴和经验。 ”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这是中央对湖
南的高度肯定，也是湖南绿色发展的自觉求索。

十年来， 湖南紧紧抓住国家赋予的先行
先试这一最大政策和机遇，放眼全球、海纳民
意，科学谋划、大胆创新，对长株潭两型社会试
验区改革建设进行精密的顶层设计，部署推进
一系列重大改革，一项项具有首创意义的探索
在湘江两岸铺开———

制定《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总体方案》， 明确分“三个阶段”，到
2020年在全国率先建成两型社会示范区；

制定我国内地第一个城市群规划：《长株
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在试验区 8448 平方公
里的核心区划定 46%的禁止开发面积；

第一个为两型试验进行地方立法， 颁布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为两型社会建
设保驾护航；

划定独一无二的生态绿心，《长株潭城市
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将长株潭三市结合
部 522.87 平方公里区域划定为生态绿心，禁
止和限制开发区面积高达 89%；

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打出生态文明改革的“组合拳”；

编制 60 多个标准、规范、指南，在全国率
先建立两型标准体系， 率先开展两型标准认
证，开展两型示范创建；

实施原创性改革 100 多项， 蹄疾步稳推
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产业准入退出提升、
排污权交易等“十大重点改革”，形成 51 个可
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改革创新案例。

……
从蓝图到现实、从理念到实践、从“盆景”

到“花园”。 以绿色规划为引领、绿色改革为动
力、绿色治理为重点、绿色转型为目标、绿色共
建为依托，十年来，湖南主动作为、先行先试，
形成了两型社会建设的“长株潭模式”、自主创
新的“长株潭现象”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株
潭样本”。

迄今， 湖南圆满完成了长株潭两型社会
试验区第二阶段目标任务，实现了第三阶段良
好开局。

“我们突出抓治理、建两型，生态建设卓有
成效。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建设积极
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
做法。 深入落实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取得成
效，加快推进‘一湖四水’综合治理，圆满完成
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第一个三年
行动计划，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实现，三湘大地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2016 年 11
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对全省两型改革试验作
出精彩总结。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
家毫要求全面推进长株潭试验区第三阶段改
革建设，在全省全面建设两型社会，努力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抚今追昔， 湖南的两型道路并非一路平

坦。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易春阳感慨地说，10 年前，在全社
会都争速度、比 GDP 的大环境下，湖南省委、
省政府远见卓识地拿出湖南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长株潭城市群来探索两型社会改革建设，殊
为不易。 正是历届省委、省政府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决心，十年如一日的艰辛探索，成就
了两型十年开花结果。

改革求解，两型“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改革是试验区的根和魂。
八大类制度创新 ，100 多项原创性改

革———这是湖南用 10 年时间书写的“两型改
革篇章”。

在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纵深推进
的攻坚时期，以工业准入退出提升、资源性产
品价格改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政府两型
采购等为重点的十大改革，打出组合拳，牵住
了试验区改革的“牛鼻子”。

创新市场化环境保护与治理机制，使生态
价值“更高”。

“谁多消耗、谁多买单”。 2012 年，居民水
电气阶梯价格改革“破冰”。 这一年的 2 月，长
沙率先打破“一刀切”水费模式，全面推行阶梯
水价；7 月， 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12
月，长株潭三市试行居民阶梯气价。数年实践，
湖南资源性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多排污就得多花钱”。 2011 年，长株潭
启动排污权交易试点，2014 年扩展到湘江流
域八市所有工业企业， 先后批复成立省交易
中心和 9 个交易所， 累计实施市场交易近
1000 次，收缴排污权有偿使用费、交易金额
均过亿元。 用市场之手引导节能减排，为发展
腾出了环境容量。

“超标排放，上游补偿下游”。 湘江流域推
行水质水量考核，上游超标排放或环境责任事
故对下游赔偿，下游对上游水质优于目标值补
偿。 探路流域生态补偿，探索上下游“双向担
责”，构建起湘江全流域综合治理“责任链”。

创新产业进退与土地管理机制，使资源环
境“更优”。

严格产业准入。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咬紧牙
关抓两型，决不“捡到篮子都是菜”，建立产业项
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近年先后
否决达不到节能环保要求的项目 500多个。

淘汰落后产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惩罚
性电价。 1000 多家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在湘江
综合治理中退出，其中既有地方政府“壮士断
腕”的担当，老旧工业“烈士暮年”的悲壮，更有
“华丽转身”的憧憬。

助力转型升级。 综合采用政府两型采购、
绿色信贷、绿色电价、两型认证等新机制，推广
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加强资源循环利用。 仅“十
二五”期间，全省两型采购超过 4800 亿元，拉
动 9600亿元社会需求。 湖南环保产业一路高
速增长，2016年产值突破 1900亿元。

创新土地管理机制。成功探索出农民安置、
城市建设、开发园区、新农村建设、道路建设等
节地模式。

创新政绩考评与责任追究机制，使环保责
任“更重”。

率先试行绿色 GDP评价。 讲 GDP而不唯
GDP，将节能、节水、节地、环保等两型指标纳入
绩效评价。对 79个限制开发区的县区不考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应提高两型的权重。开展两
型社会综合评价和绿色 GDP评价试点。

率先推行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
追究，对湘江流域各级政府“一把手”实行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一旦造成严重污
染，“企业摘牌子、老板戴铐子”，官员也要“摘
帽子”。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民生期待，撬动市场
需求，以改革为动力，“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 国家公园、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 50 多项
“国字号”改革试点花落三湘；两型采购、两型
示范创建、两型标准体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等改革经验上升为全国经验。

以改革求解，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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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 走进湘潭竹埠港地
区， 空气中传来清新凛冽的草木气
息，不复几年前的刺鼻味道。

启动大规模的“退二进三”，28
家化工企业全部关闭，全面修复重金
属污染土壤……历经 6 年多艰难转
型，这个曾经的化工重灾区正走出一
条涅槃之路，未来将崛起一座滨江新
城。

天蓝、水净、地绿，是三湘儿女的
迫切期待，是湖南两型试验的矢志追
求。 十年来，湖南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与决心，向污染宣战，打响了绿色治
理“攻坚战”———

打好以湘江为重点的重金属污
染治理攻坚战，消除水污染的“心腹
之患”；

打好以长株潭为重点的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消除大气污染的“心
肺之患”；

打好以土地污染治理为重点的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消除土壤污

染的“心头之患”。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贡献了全省 75%的

GDP，却也背负着 60%以上的污染。 从水污染
综合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到重金属污染专项
综合治理，再到省“一号重点工程”，湖南打出
一系列治污“重拳”，誓还湘江千里碧水！

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娄底锡矿山、衡
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等重污染区实行“一
区一策”“一区一省直部门对口”，累计实施重点
治理项目 2768个， 淘汰关闭涉重金属污染企
业 1182家，退出 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 目
前，湘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鱼类资源量以每年
5%左右速度递增。 湘江治理保护的经验模式，
被新华社誉为“中国流域综合治理样本”。

眼下，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程”
已向“一湖四水”全面延伸，一场力度空前的生
态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正在洞庭湖区上演。

空气污染指数 233， 重度污染！ 12月 4日
19时，湖南省环境质量发布平台发出警报，省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迅速下发通知，要求长
株潭迅速启动大气污染防治突发期特别措施。

城区内及城乡结合部所有地面施工工地
停止土石方开挖和运输；工业企业未进行密闭
作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超标排放的
立即依法停止生产；城区内所有室外夜宵摊点
一律暂停营业；加大对垃圾、秸秆焚烧和露天
烧烤的巡查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冬
春季重污染天气频发，成为我省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的重点和难点， 湖南构建联防联控机制，
用 20 条强硬的举措守护蓝天白云。 2016 年，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59.64%，名列全国第五，
14 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为 293
天，同比上升 3.3%。

蓝天白云下，山头青翠如黛，流水清澈见
底。从 2013年开始试种蜈蚣草，常德石门县雄
黄矿区目前已完成土壤修复示范面积 200亩，
这个曾经的药用雄黄的产地焕然一新。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湖南土壤污
染防治大力推进，在全国率先完成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省市两级签订土壤污
染防治责任状。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覆盖全省，
探索出“分户减量、分散处理”和“以县为主、市
级补贴、镇村分担、农民自治”模式，被誉为“农
村生活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

十年来，长株潭三市生态环境和全省同步
改善：长沙荣获“全球绿色城市”等荣誉，跻身
全国“十大幸福城市”排行榜。 株洲实现由“全
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到“全国文明城市”“全
国卫生城市”的蝶变。湘潭被评为“全国污染减
排与协同效应示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共建共享，处处皆两型、人人可两型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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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洋湖总部经济区，碧水环绕,彰显着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 李健 摄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社区和铜铺街小学
开展“快乐小当家、相约环保梦”绿色环保进
家庭进社区主题活动。 郭立亮 摄

只有回过头来看，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而对湖南

来说， 两型试验正在深刻改变湖南、 影响全
国。正如国家发改委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的，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 不仅带来了看得
见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变化， 也带来发展理
念、生产生活方式等看不见的变化；不仅对当
前湖南的转型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明显作
用， 也为未来湖南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具有
决定性的基础； 不仅是湖南发展方式转变的

突出特色， 也是全国实践科学发展的先行示
范。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在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湖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追
求更加坚定。 易春阳表示，站在新时代的起
点，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将坚决贯彻中央
的决策部署，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深化改革试验，谱写
绿色发展新篇章，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应有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