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以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总要求和根本遵循。

作为长江经济带成员之一，湖南应如何进一步深度融入、加快对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氛围和格局，形成湖南
改革发展新优势？ 《湖南日报》特约专家学者、党政干部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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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翔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流域为依托、长
江为纽带、 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宏观协作经
济区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
“三大战略”之一。 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湖南
提供了重要战略平台和战略机遇，积极、全
面、深入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对推进湖南
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经济发展新格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具有“一带一部”
区位通道优势，是长江经济带的“龙腰”。 近
年来，湖南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开放平台、生态环保等方面发展，为积极融
入长江经济带打下了较好基础。 但这种融
入仍处于基础阶段， 让“腰部”充分发力，
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洞庭湖仍存在湖泊
萎缩、生态退化等问题；二是省内已有的四
个国家级“经济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如
何定位，尚需进一步明确；三是产业转型升
级任务较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不够，产业
集聚效应待提高；四是创新驱动发展不够。
建议湖南以“五个融入”为着力点，加快融
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统筹融入： 统筹整体谋划， 走好先手
棋———

一是形成省市县各级政府参与长江经
济带建设的规划体系。 该体系应包括10至
20年的中长期规划、 3至5年行动方案和年
度推进计划等， 既要高屋建瓴把握全局，
又要能有效推动融入工作的落地。 二是交
通先行。 构建公路、 铁路、 水路、 航空、
管道和互联网等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为湖
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奠定互联互通基础。 三
是建立流域一体化协调机制。 长江中游省
会城市近年来合作密切， 已签署 《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 达成了
诸多合作项目。 这种省际合作模式可延伸
至湖南城市与长江上游、 下游城市在产业、

生态、 交通、 创新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
体化合作。

环保融入：以洞庭湖环境治理为重点，
建设长江流域生态共同体———

应对洞庭湖、 湘资沅澧等内河区域的
工业污染、养殖污染等进行重点治理，推进
湿地保护体系建设， 突出山区与丘陵森林
生态保护屏障建设， 构建覆盖全省的生态
网络体系。 应将环境治理与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通过发展绿色农
业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推广新材料、
新能源技术推动绿色工业发展， 鼓励绿色
服务业发展，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融入： 以长株潭城市群和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为龙头， 带动其他区域融入长
江经济带———

长株潭城市群应以长沙为核心， 加强与
岳阳的快速互通， 将长沙打造成长江经济带
中心城市；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应以岳阳为核
心，发挥其作为湖南开放经济桥头堡的作用。
推动岳阳与上海口岸对接， 建立与上海自贸
区互通的网络平台， 将岳阳建设为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并通过岳阳使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 长株潭城市群乃至全省发展与长
江经济带建设联动；湘南地区以衡阳为核心，
加强衡阳与长株潭、岳阳的互联互通，还可通
过发展“飞地经济”融入长江经济带；武陵山
片区以张家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核
心，通过发展绿色旅游业融入长江经济带。

产业融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
高产业集聚效应，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湖南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园区为
平台、龙头企业为依托、项目建设为突破建
设产业集群，推进产业融入长江经济带。 长
株潭以高端智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
点，形成航空航天设备、高端机械工程设备、
高铁整车及零部件、 城市轨道车辆制造、工
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
群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应利用岳阳一区一港四口岸的优势，着力
发展绿色航运物流产业、 绿色农产品加工、
进口肉类和粮食加工、进口汽车零配件和改
装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并对传统石化产业进行改造，构建绿色港口
产业集群；湘南地区可承接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城市群的产业转移， 加大先进制造业、
有色金属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武
陵山片区区域可通过发展绿色旅游业，形成
旅游、健康养老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对接长江
国际黄金旅游带。 在产业集群建设中，对于
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应注重龙
头企业引进、培育，引导中小企业向品牌产
业链发展，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对于有
色金属和农产品加工等资源依托型的产业
集群，应提升其区域品牌附加值。

创新融入：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开展协同创新， 融入长江经济带创新
走廊———

一是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
结合，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 产业方面
要形成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新优势，鼓励企
业提前布局智能化等新技术研发、新材料运
用，逐步实现智能化技术的产业化；要解决
好承接与创新的关系， 通过科技与经济对
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实现由承接向创
新驱动转变。 二是要以协同创新为抓手，推
动科技创新区域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加强共
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 以重点科技项目为
纽带，推动长江经济带上各高校合作，加快
在智能制造、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
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以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
创新平台搭建为基础，采取产学研用联合攻
关方式， 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产
品。 三是营造创新驱动的环境。 要注重知识
产权保护；培育创新融资机构，强化金融支
持创新功能； 加快科技成果收益管理改革，
使创新人才能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

李晖

2018年是中国质量建设年， 伴随着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 长江
经济带已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将五
大发展新理念根植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全过
程， 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

牢牢把握绿色发展这个根本， 大力提
升湖南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 一是进
一步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让污染水体
彻底清起来。 要深化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治理， 强化污水排放管控， 加强工业污染
场地和遗渣废料治理， 彻底做到沿江规模
畜禽养殖退出。 二是进一步打好水生态修
复立体战， 让水域环境完全美起来。 要系
统开展长江岸线增绿扶绿工程， 做好湿地
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延长并提质长江
绿化带建设。 三是进一步打好水资源保护
持久战， 让水安全时间切实长起来。 要加
大饮用水水源地涵养与保护， 加快第二、
第三水源地选址布局； 要提高水安全意
识， 大力改善水体质量， 严防水安全事
故。 通过打好三战， 将湖南长江经济带打
造成为人人向往的绿色生态走廊。

狠狠抓住创新发展这个关键， 大力提
升湖南长江经济带产业经济质量。 一是创
新产业布局模式，让一产三产多起来。要改
变沿江主要发展重化工业的固定思维，利
用沿江土壤水质改善机遇， 大力发展生态
农业；利用航运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开
发整合旅游资源，发展水上旅游产业。二是
注入科技创新活力，让二产优起来。强调科
技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战略作用，让
传统产业换“芯”前行，变优变净，重新焕发
活力；创造条件加快智能制造、新材料等科
技产业布局，提高沿江工业质量。三是创新
产业共建模式，让沿江产业强起来。加快产
业资源整合，创新流域园区共建、产业链条
互组模式，提高产业整体实力。通过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 将湖南长江经济带打造为国
内知名的现代产业走廊。

处处关注协调发展这个重点， 大力提
升湖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质量。 一是注
重城镇布局的合理协调， 提高流
域新型城镇质量。 长江经济带横
跨我省岳阳、长沙、益阳、常德等
多个城市。 要打破行政界限，结合
各区域资源禀赋、 环境承载能力
和发展潜力， 统筹城镇规模设置
与空间布局，引导人口合理聚集，
形成集约低碳新型城镇体系。 二
是注重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加快流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实现跨区域资源的高效配置、人才的无
障碍流动和货物的快速流通与交易，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 三是注重流域上下的协作联
动，加强全流域共治共管。 要建立健全跨区
域环境信息共享制度、重大环境事件的管控
制度、流域内生态补偿机制。 落实省际联席
会议制度，建立省内市际协商制度，实现流
域的共商共管共治。 通过协调发展，将湖南
长江经济带打造为现代化新型城镇走廊。

时时紧盯开放发展这个难点， 大力提
升湖南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质量。 一是建
好对外开放通道，提高对外流通能力。要提
高长江经济带湖南段航运等级、 能力与水
平； 依托岳阳城陵矶码头等港口， 做好高
铁、高速、机场与航道港口的有效对接，实
现水铁、水陆、水空联运；加快发展江海联
运， 让我省商品能依托长江经济带快速出
省出境。 二是打造开放产品品牌， 提高湘
品海外竞争力。 要根据海外市场需求， 加
大出口产品生产和品牌塑造， 提高我省外
向型经济水平。 三是优化开放发展环境，
提高湖南对外吸引力。 要加大外向型企业
培育与扶持， 吸引外向型人才和企业落户
湖南。 通过深入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将湖
南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对外开放走廊。

紧紧围绕共享发展这个目标， 大力提
升湖南长江经济带百姓生活质量。 一是让
流域百姓共享青山绿水。 要切实践行“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 的发展理念， 使流域
百姓喝上干净水、 吃上放心食物、 呼吸新
鲜空气， 让沿江风光带成为百姓休闲锻炼
的好去处。 二是让流域百姓共享共建机
会。 长江经济带建设将产生大量用工、 就
业机会， 应以此为契机， 加速推进农业产
业、 物流及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实现富民增收。 三是让流域百姓共享发展
成果。 要完善流域基础设施、 开放政策，
使沿江产业发展更快、 经济实力更强、 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优。 通过提升百姓生
活质量， 将湖南长江经济带打造为共享示
范走廊。

（作者单位：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

吴安定

党的十九大再次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摆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位
置。湖南处于长江经济带腹地，依托湘江中
下游、 东洞庭湖至长江打造“江湖大都市
圈”，对于我省进一步呼应和对接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 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
意义。

融入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抉择

大都市区具有强大的要素聚集效应和
区域辐射带动功能， 目前国内大都市区发
展方兴未艾， 正在推动建设的粤港澳大湾
区更是世界级超大都市区。湖北、安徽、江
西等省都在通过建设依托长江的大都市
区，争夺区域发展中的主动与优势。

湖南地处长江经济带核心部位， 经济
重心长株潭虽有扼沪昆通道的优势， 却远
离长江黄金水道； 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
点城市的岳阳市，从城市体量、经济总量上
又难以独立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并辐射带动
全省发展———这一现状严重制约了湖南在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 沿湘江———东洞
庭湖和京广大通道打造一个南接沪昆线、
北连长江水道的大都市区， 使之成为继上
海之后又一打通长江经济带两大经脉的重
要节点，必将进一步强化湖南“一带一部”
战略定位，推动湖南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
在区域协同中取得更大战略优势。

顺势应时的战略举措

“江湖大都市圈”应以长沙为核心，长
株潭为主体，岳阳为发展极，水陆通道为纽
带、开放与创新引领、人文与生态融合的城
市集群。具体范围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

阳、益阳5个大中城市，以及浏阳、宁乡、醴
陵、湘乡、韶山、湘阴、汨罗、临湘、平江、华
容、沅江、南县12个卫星城市，区域面积约
占全省的20%，人口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

打造“江湖大都市圈”可谓其势已成，
其时已至：一是有江湖相连的地理优势；二
是有密集发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网络；三是
有较好的城市基础。近年来，长沙市的一些
经济功能已经在向湘江下游的湘阴、 汨罗
等小城市实施梯度转移。 在中央大力实施
区域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迅速崛
起之际，湖南打造大都市圈也正当其时。

全力打造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地

大都市圈建设应以“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为导向，科学规划，全面统筹，整体
推进———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应把
打造“江湖大都市圈”上升为湖南发展的重
大优先战略，制定好整体发展规划，设立省
级层面的领导与协调机构， 出台优先发展
政策，建立城市间联席会议，引导推进深度
协调与融合发展。

二是加快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 应构
建长株潭到岳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形
成内融外联的大交通格局： 升级改造和完
善区域内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网络，大力推
进渝厦高铁、蒙华铁路建设，规划建设长九
高铁及长浏、浏（阳）醴（陵）等区间铁路，优
先启动建设长岳、长浏、长益城际铁路；高
标准规划建设沿江沿湖大通道， 将目前长
沙湘江大道和芙蓉北路北延至岳阳城区；
进一步加强湘江到洞庭湖的航道建设。

三是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促进经济协
同。整合目前区域内的2个一类口岸、5个口岸
作业区、5个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10个国
家级园区等开放型经济平台， 以这一区域为
主体申报国家自由贸易区， 增强区域内城市
间产业协同，促进创新型、开放型经济发展。

四是规划建设新区，疏解省会功能。在
湘阴、汨罗一带规划建设经济新区，整合两
县（市）现有产业园区，将传统制造业、劳动
密集型产业集中到新区， 以疏解省会长沙
部分经济功能，同时带动长沙、岳阳中间地
带发展，形成城市群的合理布局。

五是加快推动区域内城市一体化协同发
展。 打破长株潭一体化行政分割的“天花
板”，推动三市城市功能深度融合，实现城
市交通和公共服务资源同城化； 加强长岳
益协同发展，加速岳阳的城市发展，加强岳
阳与长株潭在经济功能、 交通物流等方面
的全面协同，借助岳阳通江达海优势，带动
都市圈乃至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加强长
益协同， 把益阳建设成为辐射带动湖南西
部的门户。加快核心区卫星城市的发展，将
浏阳、宁乡、醴陵、湘阴、汨罗、临湘等发展
成为50至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强化其
经济与服务支撑功能。湘乡、韶山、平江、华
容、 沅江、 南县等卫星城市则重点打造特
色，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基地）

着力“五个融入”，
加快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在融入长江经济带中
更好地发挥“桥头堡”作用

以新理念引领
湖南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打造“江湖大都市圈”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

■
导
读

李美云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以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为导向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为湖
南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临湘位于湖南东北角， 拥有全省四分
之一的长江岸线资源，素有“湘北门户”之
称。京广高铁、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杭瑞
高速、107国道五条“国字号”交通大动脉
穿境而过，距离岳阳三荷机场20分钟左右
车程， 是典型的省际边界县市和交通节点
城市。 近年来，临湘着力提升城乡品位、打
造产业品牌、 塑造文化品格、 提高生活品
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保持10%、20%以上
的年均增幅，形成了开放发展良好态势。

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 为沿江省
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开放发展
带来了重大机遇。 但目前包括临湘在内的
我省沿江县市区还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配套
不齐、经济外向度不高、“桥头堡”的带动作
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

加快我省沿江县市区融入长江经济
带，应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突出区位优势， 把融入发展带动起来。
沿江沿湖县市区处于“一带一部” 中心节
点， 在融入长江经济带中具有独特区位优
势。应以更明确的功能定位促融入，编制沿
江沿湖区域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明
确其“桥头堡”定位，形成辐射周边、带动全
省的格局。以更便捷的交通体系促融入，启
动蒙华铁路支线、 临港铁路和107国道东
移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构建港-路-
城一体、 水-公-铁-空无缝对接的现代综
合交通体系。以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促融入，
推进岳阳“1+4+2”城市组团建设，增强区
域承载力和吸附力。

坚持绿色发展， 把综合效益统一起来。
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展
低碳环保的绿色产业是融入长江经济带的

必由之路。培育港航物流，集约用好深水岸
线资源， 将临湘鸭栏港区作为岳阳港的副
中心港来打造， 重点培育件杂散货港口物
流，同时建设环洞庭湖砂卵石储备基地、湖
南铁矿石中转基地和中南地区进口木材集
散中心。 壮大特色产业，发挥临湘全国“浮
标之乡、鱼米之乡、竹器之乡、茶叶之乡”的
品牌效应，推动钓具、南竹、茶叶、艾绒等优
势特色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百亿、
千亿级绿色产业链。 发展休闲旅游， 争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出竹乡瑶寨、茶
马古道和艾草小镇、药姑小镇系列休闲、康
养产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含绿量”。

狠抓项目建设， 把核心要素聚集起来。
突出重点抓项目。 坚持在“五个100”项目上
发力，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掀起大上项目、上
大项目的热潮，把人才、资金、技术引进来。
围绕产业引项目。 瞄准“高端化”“链条化”，
编制重要产业“节点树”和龙头企业分布图，
实现从招项目向招产业转变。强化配套上项
目。推进标准厂房建设，建好返乡创业园、钓
具电商物流园、农产品加工园、食品冷链物
流园、湘北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用好乡土人才，加快科研成
果就地转化。

加强政策扶持， 把长效机制建立起来。
融入长江经济带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科
学的政策和灵活的机制作保障。 建立高位
推动机制。 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 对定位
准、 基础好、 辐射作用强的县市区， 应在
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 人才引进等方面
给予倾斜。 建立上下联动机制。 实行省级
统筹规划、 市州及县市区分步实施。 由省、
市州职能部门联点帮扶重点县市区， 对符
合政策的项目下放审批权限、 简化审批流
程、 缩短审批周期， 对成长型中小微企业
优先给予金融扶持。 建立区域互动机制。
优化功能布局和资源配置， 实施一批跨县
域、 跨流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生态治
理工程， 形成政策互融、 产业互补、 交通
互联、 信息互通的协同协调发展机制。

（作者系临湘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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