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4 日， 长沙市
芙蓉区龙马社区， 路面整
洁，空气清冽，旧衣物与垃
圾分类回收箱次第排开，
楼顶屋前的绿植与蔬菜为
深冬点缀了湿润的绿意。

乍一看， 还以为龙马
社区内都是新建的居民小
区。 实际上，这个由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等 4 家农业科
研单位组成的社区， 辖内
楼房多建成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

老旧小区焕发新活
力，得益于自 2015 年开始
的两型社区创建。 2016
年， 龙马社区两型宣教中
心作为全市第二家两型宣
教基地被重点打造。 目前，
社区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申
报省级两型示范社区。

“作为与广大居民群
众最直接互动的组织，社

区两型创建的落脚点应当是老百姓身边
的两型民生实事建设， 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龙马社区党支部书
记刘晓凤带我们穿行社区，来了一次“两
型之旅”。

来到被称为“两型绿楼”的社区两型
宣教中心，我们得以一窥社区两型创建的
思路与成效。“变废为宝吧”里，由废弃机
械零部件制成的钢铁艺术品栩栩如生；两
型超市内，居民垃圾分类后可兑换的礼品
琳琅满目；两型艺术生活体验室、资源展
示厅、学习交流厅里，前来参观的居民热
烈讨论互动着……

中午时分， 社区罗嗲嗲家里锅起勺
响， 却没什么油烟味。 罗嗲嗲开心地说：
“以前一顿饭做下来， 全家人都被呛得咳
嗽，‘油鼻涕’清洗起来也不方便。 现在政
府买单统一安装了餐厨油烟净化设备，油
烟分离净化了，不止家里人舒服了，出门
觉得整个小区空气都清新了！ ” 刘晓凤介
绍，目前，社区已基本完成餐厨油烟净化
治理，1000 多户居民装上了新型餐厨油
烟净化设备。

空气清新了， 流经龙马社区的姚托撇
洪渠通过一期截污工程与二期生态修复工
程，进行雨污分流，也实现了由浊到清的大
变样。 正是枯水季节，沟渠水少，渠底的鹅
卵石干净透亮，两侧生态草皮生机盎然。

依托省农科院等单位，龙马社区有鲜
明的“农”字号特色，百亩水稻试验田、油
菜田、向日葵园、梅园……“跟随我们的
‘绿地图’，春天油菜花中漫步，夏天稻花
香里纳凉，秋日捡一片落叶，寒冬拾一抹
梅花的清香，这样的生活特别诗意、特别
两型。 ”刘晓凤说，以“微生态”“慢生活”为
核心，龙马社区正在着力打造“田园＋”两
型品牌活动，让两型、生态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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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两型
湖 南 日 报 社
湖南省长株潭试验区管委会 主办

什么是两型，怎么建两型？在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获批之初，人们多有困惑。

试验区先行先试， 在全国首创

性地提出并开展两型示范创建活

动，将两型标准化、具体化、普及化，

打造出一个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两

型样本，将每一个社会“细胞”动员

起来， 把绿色发展理念变成全社会

的行动，奏响了示范普及、绿色共建

的“大合唱”，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两

型社会、怎样建设两型社会、建成什

么样的两型社会等问题。

“处处皆两型，人人可两型。 ”两

型示范创建的湖南经验， 被国家发

改委确定为长株潭试验区绿色发展

的五大改革经验之一，向全国推广。

深冬时节，走进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一幅
美丽的两型图景呈现眼前：

蓝天碧水之间，青砖、灰瓦、白墙的农家小楼错
落有致，太阳能路灯分列道旁，自行车道环山而上，
污水通过人工湿地净化、 垃圾实施分类处理……
以创建全省首批两型村庄为契机，光明村从传统村
落蝶变为生态新村，每年仅接待境外游客就达上万
人。

从 2011 年起， 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工
委、 管委会在全国首创性地启动两型示范创建工
作，引领带动全社会参与和投身两型社会建设。

首创，意味着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
在改革探索中前行。

探索从两型创建起步。 用两型标准引领两型
创建，试验区相继开展机关、学校、企业、小城镇、
村庄、社区、农民合作社、门店、景区和家庭等两型
创建，领域涵盖全社会生产、生活、消费的各个环
节，创建对象覆盖了工人、农民、社区居民、机关干
部、学生等广大群体。

2014年， 在进一步规范两型创建的基础上，
两型示范乘势而上、破茧而出。一批两型创建成效
显著的单位脱颖而出，成为两型示范单位。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宣教联络处处长
李红卫形象地比喻：“两型创建好比基础教育，人
人都有学上， 人人都可参与， 两型示范则是评选
‘三好学生’‘学习标兵’，树起两型的标杆，形成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又从更高层次上激励、
推动两型创建上台阶、上水平。 ”

围绕倡导绿色生活， 开展两型社区和家庭示
范创建。 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探
索“自主管理、自主建设、自主服务”的创建路子，
被誉为“鲜花里的村庄”。 浏阳市官渡镇南岳社区
采取居民“众筹”的方式推进创建，呈现出清新质
朴的两型之美。

围绕打造“最美乡村”，开展两型城镇和村庄示
范创建。湘潭市韶山市清溪镇建立垃圾分类和废旧
物品回收机制，科学设置垃圾分类处理流程，实施
雨污分流改造和人工湿地污水处理项目，引导城乡
居民植绿护绿。望城区乔口镇、宁乡市沩山乡、长沙
县开慧镇等编制系列两型规划，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和新型农业，走出了两型之路。

围绕培育两型校园文化， 开展两型学校示范
创建。 天心区铜铺街小学打造“童晓绿色狂欢节”
两型活动品牌，受到学生和家长欢迎；芙蓉区马王
堆小学组织师生制作两型微电影、微课程，使教育
资源更加多元。

围绕转变生产方式， 开展两型园区和企业示
范创建。长沙经开区建设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通
过国家生态工业园考核验收； 中车时代新材共投
入资金近 500 万元，实施了 35 个节能降耗项目，
直接产生节能效益 683余万元。

……
短短几年间， 两型示范创建从长株潭走向

“3+5”城市群，走向三湘四水。 湖湘大地上，一批
批两型社区、两型机关、两型企业、两型学校和两
型家庭似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成为全省两型社
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迄今，全省共创建省级两型示范创建单位（项
目）1116个，建立 4个省级两型宣教基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各行业领域示范创建基
础上， 湖南集中在长株潭三市支持建设省级综合
示范片区，将绿色元素和创建成果系统集成，打造
两型社会“集成区”。 2015 年，湘江新区等 6 个两
型社会示范片区获评省级两型综合示范片区。 海
绵城市、绿色建筑、绿色市政、分布式能源……作
为中国第 12个国家级新区，如今的湘江新区已成
为全省“两型引领之区”。

两型涉及各行各业、关联千家万户，人
人可参与，人人能受益，人人是主人翁。

示范创建，犹如冲锋号，吹响了广大群
众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的集结号； 又似发动
机，带动全省干部群众理念发生深刻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成为人们的共同
追求。

李红卫介绍，两型示范创建从一开始，
就注重引导公众参与， 把原本“高大上”的
两型试验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事，动
员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
传播两型、参与两型、践行两型。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湘潭市岳塘区
火炬学校的 10 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
带领下又一次来到湘江边清理垃圾、 巡视
江面情况。 他们是湘潭市邀请担任的“河长
小助手”，负责一段长约 1 公里的河段的守
护。 每周，孩子们 4 次巡视江面，利用河长
助手平台上报信息。

“这些孩子，不仅是河段的清洁员，还

是宣传员、信息员、监督员，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两型。 ”火炬学校校长周晓彤说，以创
建两型示范学校为契机， 学校鼓励学生们
探索两型、践行两型，两型理念渗透到了孩
子们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 学生们利用身
边的废旧材料进行场景、 人物、 作品的制
作，创作的动漫作品《轮椅历险记》获全国
一等奖；针对目前城市停车难问题，孩子们
设计制作了大楼立体停车系统， 更有效地
利用空间资源， 获湖南省中小学机器人创
意比赛一等奖； 针对学校午餐后大量水果
皮被扔弃，孩子们在老师启发下，对果皮进
行收集、清理，制作出环保酵素……“从小
在孩子的心里播下美丽的两型种子， 一定
会开出最美的两型之花。 ”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一个社区”。 这是两型示范创建过程中探索
出来的两型宣传教育的经验模式。 全省
470万小学生“争创两型小先锋”，1000 多
万青少年积极参加“跟随大雁去迁徙”“地

球熄灯一小时”“‘两型在
我心’征文”等活动。

2016 年 6 月， 长沙市岳麓
区恒华社区的居民惊喜地发现， 家门

口建起了一个省级两型宣教基地。 基地面
向社会公众和社区居民， 定期举办绿色展
览、公益宣讲、培训教育、垃圾分类积分兑
换、变废为宝手工制作等活动，引导社区和
家庭使用两型技术产品，深受居民们欢迎。
一年多来， 社区刘奶奶一家通过垃圾分类
积了 1万多分，“兑换了不少东西哩。 ”

将两型宣教阵地建到百姓家门口，畅
通两型理念传播“最后一公里”；公开招募
绿色宣讲志愿者，定期深入社区、村庄、学
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义务开展公益宣讲；
与上百家环保公益组织联合互动， 合作开
展“你好，湘江·守护母亲河行动”“919 绿色
循环日”等主题活动；《湖南日报》、湖南卫
视、绿网等开辟专题专栏，宣传两型知识，
推介两型典型，增加两型“正能量”……两
型示范创建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
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全省 1700 多万家庭
拎菜篮子、布袋子，使用节能家电、节水器
具和高效照明产品，实行垃圾分类、旧物回
收、绿色出行等，两型生活、低碳消费成为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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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护航， 湖南推动两
型示范创建不断走向深入。

用标准体系统领示范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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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科学管理规范示范创建。 我省出台
《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对项目实施、验收和监
管以及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等工作做

出明确规定，用科学管理规范示范创建。 示
范创建的品牌影响力加上适当的资金补助，
广泛调动了全省各级各部门参与示范创建
的积极性，财政引导资金撬动地方资金配套
和社会资本投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
得到体现。

用严格考评保障示范创建。湖南将示范
创建作为两型社会建设重点工作，纳入全省
绩效考评体系， 对全省 14个市州和省直相
关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省、市层面
分别开展常态化的督查督导，实行“月反馈、
季调度、年评比”的推进机制。省直相关部门
针对各自分管的行业和领域， 强化考评机
制，省教育厅出台了《湖南省高等学校两型

校园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办法》， 有效助推
两型校园建设。

用制度创新深化示范创建。 全面推行
居民用水电气阶梯价格制度， 推行非居民
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实行“谁浪费、
谁买单”。 结合开展两型企业、两型园区等
创建，推进产业准入提升退出机制改革，先
后对 19 个工业行业 700 多户企业实行落
后产能淘汰。

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泛到精……
7年多来，两型示范创建在三湘大地上培育
出一座座芳香四溢的两型花园， 成为湖南
探索两型路径、打造两型名片的重要平台。
示范创建培育的两型模式， 在全省乃至全
国推广。“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
动一个社区”的经验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长沙探索的五种节约集约用地模式获国土
资源部的肯定并予以推介；长沙县、攸县农
村环境整治，有效破解了农村垃圾处理、农

村污水处理等难题， 创造了全国经
验，被誉为“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

深刻变革”。

世界水日，湘潭市火炬学校的学生在湘江边开展“环保酵素
救地球”活动。 （资料图片）

长沙市咸嘉新村社区打造两型
示范社区。 谢望东 摄

秀美乡村景如画。
徐典波 周敏 摄

■ 唐婷 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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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
里，废旧轮胎变成艺术品。 谢望东 摄

首创两型示范创建，
打造两型靓丽风景线 发动千家万户，处处皆两型、人人可两型

创新机制体制，推动示范创建走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