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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长沙县开慧镇锡福村，路边的 LED
路灯、光伏发电板、垃圾分类回收桶……无
处不在的两型元素让村子时刻保持干净整
洁。 这个远离城市繁华与喧嚣的原生态村
庄，没有工矿企业，生态环境优美，成为全省
首批通过认证的两型村庄。

两型标准体系建立后，如何落实到两型
社会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去？ 在改革探索
中，两型认证成为标准落地的定音锤。

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认监委的指导和
支持下， 省两型委和省质监局紧密合作，建
立了两型认证制度， 政府职能部门定规则、
抓监管，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授权具备
相应能力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自愿性认
证。 长株潭三市率先试点，开展两型旅游景

区、两型村庄、两型企业、两型园区、两型机
关等标准的贯标和认证。 从规划、 设施、服
务、 环境等方面对景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推广两型生态厕所，建立符合两型标准的硬
软件设施和运营管理模式。 通过标准的引
领、规范和约束作用，实行“统一认证目录、
统一认证标准、统一认证标志”，使认证成为
推动、评价和考核两型工作的工具，真正发
挥了规范和引导的效应。 同时，在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不收取认证费的方式开展认证工
作的基础上，还建立认证奖励政策，让通过
认证的单位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让认证品
牌、声誉有价值，走出具有湖南特色的两型
认证之路。

两型认证激发了各参与主体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的内生动力，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化。 长沙经开区创新
健全环保监管体制机制， 完善
或增设了环境应急、 总量控制、现
场管理、固废（危废）管理等职能岗位，从职
能上保障了节能减排要求的落实；郴州福泉
山庄建设地热综合利用系统，将温泉热水延
伸供应到餐饮、客房供暖、洗衣房烘干设备
等环节， 大大提高了地热资源的利用效率。
通过两型认证，各创建单位按照两型标准规
划建设、运营管理，实现了节能减排。

标准成为绿色发展的经纬线，认证成为
标准落地的定音锤，认证工作的推进，为长
株潭两型社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

设发挥了定位、定音和定格的作用。
“两型认证使两型社会建设建立了可评

价依据、可量化指标、可约束手段、可追溯管
理、可持续机制，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创新
了手段。 ”专家表示，通过认证，发挥了标准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约束评价指标，进
而变成有形的产品和服务， 使两型具象化、
普及化，有力激发了社会公众参与两型社会
建设的热情。

周帙恒

经过十年的改革实践，湖湘大地上两型
探索、两型改革、两型创建风起云涌，描绘了
一幅幅美丽的两型新图景。

十年来，湖南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文明
建设标准化，建立了面向全社会各个具体行
业和领域的绿色指南和规范，率先将绿色理
念、要求、方法具象化为系列地方标准，指导
产业转型升级、政府绿色采购、绿色示范创
建等，在制度和机制层面确保两型社会建设
高起点、大手笔、全方位推进。

70 多项地方标准、 规范、 指南相继出
台，一套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标准体系清
楚明晰，成为助推两型社会建设破题利器。

青山绿水相映，青砖、灰瓦、白墙的
乡村民居点缀在稻田果园间，沥青路面
上不时有小车驶过，道路两旁立着清一
色的太阳能路灯……距长沙市区一小
时车程的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作为
长沙市两型标准实施与认证标杆单位，
于今年 1 月通过了两型村庄标准认证。

“以前的光明村可不是这样。 ”村党
支部副书记陈志伟说，曾经的光明村道
路狭窄、百业凋敝，是一个偏僻荒凉的
小村庄。 随着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推
进，光明村按照两型社会的要求，确定
了建设 “生态人居 、创业家园 、度假天
堂”的目标，通过开展两型村庄标准对
标贯标与认证，以标准引领绿色发展和
绿色生活，打造原汁原味、农韵十足的
两型新村，走出了一条“产业支撑、群众
参与”的两型新村建设之路，实现了两
型创建与绿色发展的双丰收。

村干道实现亮化绿化并安装太阳
能路灯， 全部村组及 80%的农户通水泥
路，55%的农户接通互联网，乡村污水生
态净化系统投入使用，农民实现了太阳

能热水器烧水，沼气做饭，电脑上网。 按
照“自然资源商品化、农村设施现代化、
村庄环境生态化、 旅游服务优质化”的
方向， 光明村完善两型基础设施建设，
还建成了 1 万余平方米的村级文化广
场、8 公里自行车道、2 公里登山游道、游
客接待中心、停车场设施。

从 2012 年起，光明村成立了专业保
洁队伍和清运公司，实行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第三方治理，同时建立项目两型准
入机制，发展生态经济。 村里还通过实
施“千亩花海、千户庭院、十条精品路”
绿化美化计划，引导全民参与“多种树、
广栽花、不露黄”绿化行动。 “两型建设
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陈志伟说，村民两
型理念进一步增强， 垃圾分类自觉有
序， 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逐步扩大，绿
色休闲民宿经济快速发展。

如今，光明村通过利用资源 、善待
资源，找到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把青山绿水转化成
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走上了一条具有两
型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周帙恒)

走进湖南省首批强制推行绿色
建筑试点———株洲云龙示范区，一片
绿意映入眼帘。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重
量占 10％以上， 拆除的建筑建材回
收利用率不小于 20%； 空调余热回
收供热水需求； 全部采用节水器具，
收集屋面雨水用于绿化和广场冲洗，
充分利用非传统水源、土建装修一体
化设计施工等技术……通过强制推
行绿色建筑机制，云龙示范区获批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绿色生态
示范城区”。

什么是两型？怎么建设两型？如何
让两型成为看得见、讲得出、用得上的
客观实在？ 湖南通过编制两型指南和
标准标准，统筹环保、节能、节水、循
环、低碳、再生等标准，逐步实现绿色
标准在领域、过程、主体的全覆盖。

围绕绿色发展， 在工业化方面，
制定了两型企业、 园区等地方标准；
城镇化方面，制定了两型县、镇和两
型建筑、交通建设等绿色指南；农业
现代化方面，制定了两型村庄、生猪
生态养殖、两型农村合作社等地方标
准；信息化方面，突出资源环保监管
信息化、城市管理信息化、互联网能
源建设等标准建设。

为推进公共服务机构、活动场所
等领域标准建设， 湖南制定了机关、
学校、医院、社区、旅游景区等绿色标
准和指南。

同时，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和产
业技术联盟积极开发、创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标准，鼓励学会、协会、

商会等社会团体制定技术领先、市场成熟度高
的绿色团体标准，增加绿色标准市场供给。

编制了绿色标准， 湖南通过宏观调控、产
业发展、行业管理、市场准入和质量监管，运用
行业准入、生产许可、合格评定、认证认可、行
政执法、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了标准实施。

这些标准和指南的出台， 指导着一场席
卷三湘的两型示范创建活动，机关、企业、家
庭、城镇、乡村、社区、学校、景区等纷纷加
入，两型技术产品、两型生产生活方式、两型
服务设施、优美生态环境、两型文化等两型
要素进入各个创建单位。 全省创建省级两型
示范创建单位（项目）1000 多个， 建立 4 个
省级两型宣教基地， 千家万户被发动起来，
每一个“社会细胞”被动员起来，两型社会建
设从盆景走向花园，“处处皆两型、人人可两
型”的理念深入人心。

两型标准落地，使两型在人们日常生产
生活中看得见、讲得出、用得上，引导大众认
识两型、建设两型，为全民参与提供方向和
目标指引。

村庄更美了，村民更富了，这是锡福村
开展两型标准认证后的最大感触。 村委会通
过不开山、不填水、不占农田、不搞大拆大建
的低碳发展模式———以村委会 + 企业 + 农
户建设“乡村民宿”，让农村变身景区，农民
变身老板，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 同时，村里推广两型技术和生态养殖标
准，创造了“以绿狐尾藻生态湿地为技术关
键的养殖废水治理模式”， 带来了养殖污染
治理的革命性变化，成果在湖南、浙江等省
推广。

学校既是教育园地， 也是社会机构，用
两型标准引领两型学校创建， 不仅亮化、美
化、绿化了校园，更使之成为了“一本生动活
泼的两型教科书”。 在湘潭县云龙小学，学校
坚持“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
个社会”，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构建了“教育
有读本，实践有活动，建设有标准”的两型教

育格局。长沙岳麓区实验小学和长郡梅溪
湖中学推进生态互动体验馆、两型创新
实验室、两型校本教材、两型实践课程
等项目建设，彰显了两型教育特色。
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实
行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资源共
享，节地近 500 亩、资金近 3
亿元。

在两型标准指引下，
城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越来越多的人在两
型标准的潜移默化
中选择两型生产

生活方式，使资源利用更加有效，浪费大幅
减少。 在株洲茶陵县的山区，八团乡卧龙村、
下东乡黄堂村等地，村民们按照两型标准依
山傍水集中建房、 用生物方法处理污水、利
用废弃闲地开展就近城镇化， 做得风生水
起。 宁乡市金洲镇关山社区、雨花区侯家塘
街道韶山路社区、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
社区等积极推广节能节水产品、 清洁能源
等，引导居民树立两型行为习惯。

两型标准的推行不仅推动了环境的改
善，也推动了产业转型。 通过两型企业、两型
园区标准的执行，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投
资过热的产业，“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就要
消灭企业”成为企业的共识，一批绿色产业
脱颖而出。

“在两型之光照耀下，传统老工业城市
株洲焕发了新的活力。 ”株洲高科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洪宇说， 尽管前期投入很大
甚至要牺牲不少眼前利益， 株洲各企业园
区还是坚定不移地看好、支持两型建设。 他
说， 株洲设立的两型园区标准多达四五十
项，涉及能耗、节能材料、废品污水处理、土
地集约利用等多个方面， 其中不少参照了
美国、欧盟标准，倒逼企业园区不断加强技
术攻关，“很多园区已通过创建两型园区直
接受益， 比如通过整合实现了土地使用效
益最大化。 ”而株洲市高新区通过建立健全
两型产业集聚发展的激励机制， 走上了产
业绿色发展的快车道， 在全国高新区的综
合排名跨步提升到了第 23 位。

以两型标准为指导，湖南还在全国率先
开展政府两型采购，进一步撬动绿色产业大
发展。 2016年，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16%，环保产业年产值突破 1900亿元。

开展两型认证 敲下两型标准落地的定音锤

树立绿色标杆 引领两型生产生活新风尚

两型标准体系:
� 指引绿色发展新路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获批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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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村庄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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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三角洲用“人车竖向分流”模
式开发这片土地。 辜鹏博 摄

长沙湘江风光带，小朋友和志愿者们展示他们共同描绘的五彩地球。
郭立亮 夏湘鹏 摄

美丽的“长沙蓝”。 郭立亮 刘丽姗 摄

两型学校———湖南师大附中
高新实验中学。 谢望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