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012345" 6/)*789!:/)*
;<=" >?@A5*B3CDEF!GH
I#JK7LM$LN7JK%7)*!OP
QRSTU! V5WXYZ[\T]^_$
^`a &bcde%$&dfgh% 7ijk
l!mmno^_$^`p]qrstu$v
wxyz{|}s~3�����7ij
��!��F�!����!����,��
������'

��/�P#Q! ��xL�����
� 7¡¢£¤! )*5¥¦§r! ¨c©
ª!«¬��®¯°P�±3©ªP²³!
V´©ª®$©ª±3!4n®$n4
®!ghµ¶®¯°!·F¸¹hº»¼!
#B374��½¾V5��4¿À"

Á&Â5�Ã_ÄÅÆ!!"#! P! V5
ÇÈÉ¸¹ $%"" ÊË#W7µ¶® &!%
f!PÌÍÎ¸¹ '$% ÏË" �Ð5Ñµ¶
® $(( f!PÌÍÎ¸¹ #&) ÏË (Ò�
µ¶® *!$ f! PÌÍÎ¸¹ )!+ ÏË)
$,( Ó!V5µ¶®¯°Q¤ÔÕ!®
½F´Ìg4!Ö×]ØÄÙÚÛ®Ü!&!%
fµ¶®Ý�¸¹ )*-.-* ÏË!Ý�PÌ
Þª7 +#.'/(ßÍVPàÝ� '$% ÏË!á
"áâÝ�PÌÍÎÞª"

0123 4&$%56(7
ãn®¯°!äåægh®¯°F

Ì!��/ç¯µ¶®7Cè" )éêº
ëì/íîêºï|ðL70ñ!/ï|ê
ºëìòóÎ&ôõö÷%Ð7µæø�k
ù! :/ï|úsît70ûµæêºü
ý" þëìV¼ $-'.'! ëÿ!B!¸¹ß"
# $%+ ÏË!ÍÎ$ !%$! P%ü&"

�Px'()*"+! ,4y-ç�.
/¼0712! Á&3�Ø4506%IÄ
È7ç¯B!789��!:;<y%=>$
?@AB7�,!CiçqB0D!E&F/

)éêºëì*ï|)*GéH{IJ+7¯
°K&) B!LMk7BN%O-!IÄÈ7
P1¯�ü&! QRSñ7qBTUVç�
WX´YZCi!gh[\,ì�$]^B!
_¯°F`) $% Ó !( Y!)*5a47µ¶
¯°B!b0-..)éêºëìcd�ðe
V¼ &'% f7gÿhiýVD[ü! jßÉ
1+'J0fÓÝB) kÄÅ!lGYJ!)
éêºiýqBÝ�mn7 (-.(/!VçF�
ì�qB!ßÍ $! Óo¯�ü&)

pq!rsêº)*ñìÖ,[\,iý
F¬tuÙñ!ì�VçqB!ßÍP%¯
�ü&) {vwìxyzwB!{|,}~
cqB_QBNF�89! ßÍ $! Óo
¯�ü&)���}�Ã�~3� 012 �~
D,012 ���~D�}��������
��~D¸~!Ý� ' Ê��f�B�²�
���¯°) ��G���hºüýç¯d
fÜñF�89!ü/�³ 31 ��!O"�
]�VD³B)

89:; <=>$%?@A
ç)* ¡K7¢£Ð!0Ñ5f¤¥

7¦§/B3¨!©��²(®ª!©��
h) IÄ]Ø#®¯°½³V5��4�
�! �/¥¦«��¬.®!!%#! P & Ó

- Y!^_,^`aç¯�,°*,)*±5S
1²�{|}s~3���³�ä´µ4
®¯°½F4,! µ¶,·F°ç)*)
,^_¸¹,^%4º_,¶Þ*¨,^_
»¸¹¼½7_¾¿À ,·1!Á *#% Ê
)*%ÂÃQÄ¦47Ä³<ÅÆ0

0ff4®ÇÈWX) + Ó ## Y!É
ÊÒ7Ï�Ë³c�Ì5ÍëÎ�é£c
Ï5ÍëÎSYÐÖ�B!TÑÒÿ{B3
�L(+ Ó #* Y! ¸¹ #.! ÏË7cd�*
y4ÓÔÕB!²��BÖ×!ÜØ?ÙÚ
ÛÜ�¯°V��³! 5´½³V5�¯
&xyÝÞßcàá%�&VxâàßcãA
®7M%äå(+ Ó #+ Y!m¸¹ #% ÏË7
ï|æç³´}è�~ÖMÐÖÖ×çc
d�²�(+ Ó #+ Y! m¸¹ & ÏË7ï|
éê�ëìí~3�®�B'Öî�ç
���êïðB3�ñµ²�(+ Ó #& Y!
òó7ï|ôõö~¸¹5ÍëÎ÷ø
®V�ÐÖ!6/òó ) ùLTM7ú * f
¸¹/Ï7µ4®12û + Óo!)*5
F5 -* f®ÇÈ�B! ü(Ä�P®
¯°�êý'

êþ?�ï!ÿ!"#H'$�Gòó%
Â,)*%Â%GV^%Â&I&0'B!%,
&µ¶B!%,&Â�B!% 7(ù)�*x¯

B!�Bî�$ & Ó ' YW+ç)*5òó
#,Ë-Òñµ²�'^_¸¹,^%4º_
,¶Þ*¨?.î�/01B!�B! �9
kk¼23!^_»¸¹,^¼456çî�
W78'þB!9:;,<=,�},>�_?
y$0@!B!ABU!�*VºB�C��
)#) f,m*� #'.# ÏD�f!ßÍPE�}
nI -.'- ÏFG1! °Í:;�¥� ##).'
ÊH!���IM !'.& ÊH'

Jç(ù)�*Ø574KW!Á&y
LMÆNÄ³7.O( PäçQR7S[
W!Á&yTUÆR�V³7WX(YçÛ
ZHb[!Á&y�\Æ4]H^Q_`7
ab'

{òcdÃ,Êef*xg+ehëiÐ
.,tHÜ�jR��,ï|æç³´}è
�~ÖM,2ï�,ôökl,£m�n22

ç)*!0ffñµ�B7·�o%Ä
³! 0Vç]q7Â�B!o%.p!
0´´qGrQ7®o%st!0uuõ
ê7évo%"w'

BCDE $%FGHIJK
)*7 ¡K&âý! ��/xýy!

®/xz@' n®¯°F/n��!F

/{ù��xy�^ÿ|�?}7Q`
¡(n®¯°F/n��!F/I^Q�
�ÐÉÖ~(n®¯°!F/n�,�3
7���Â�7z�'

�@Æ�N��!n®�]F/±f
�/n¹)' n¹)!Rû�`a!�æ��
,(n¹)!Rû�¾¿!�æ�6�(n¹
)!�æn��!�ænÂ+' Ip!)*5
_,5`a�«�®¹)7ÞªùÅÆÇ
�k@!�Å�î4Â�¥¦�<'

Á&Â5`a���ÄÅÆ! )*5
!%#! P5Ñ�CÇ5 )+ f�C}�Ä«�
®¹)Þª' �Ð«�®¹)� ! ÏË
#W7�CÇ ## f' lG ( Ó%!5�9�
|ÆC¹) +.'- ÏË*#%%/+,5��� ).!
ÏË*#%%/+,5��� !.+) ÏË*(*.-/+,5
�~� -.*+ ÏË*('/+,5��� !.# ÏË
*('/+,5Â`� ##.+ ÏË*(%/+,523�
*.)& ÏË*&&/+,5�z_ #*.# ÏË *&)/+
_ & f�C�ÆF`æ�'

ç�¬V5µ¶®¯°7¤�Ð!R
�®7J"BNF�89' OY!xyy
����3xyy���$S�ï| ó)
*}¡�¯®��J"BN7¢£4!V
�´¢ ó)*¤}®0"B!��J
"BN(#% Ó !* YW+!)*5`a<óù
9=F)*ô¥zóù4¦§jR��
®¨#î�ç¼©²�(��ýêºëìV
çª«à¬!�F�®e¯¹BN(cd
�·°±|�D²@BN³�!/F�ÄÇ
�´µ(�¶·{ßcãAë�|Ý�®
¡Î¸!Vç®®m@óÎª«®ÜB
N({ò¸¹Gº�±z>ýzx¯B!�
³J"B!!^ÿVç»Bà(5ÂÐ.¯
°®Ý�¼½,�M_J"BN22

�ù7)*!®¾�(�ù7)*!�
�¿À(�ù7)*!häÁÂ0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彭扬特别关注 ２０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12

●县城和中心镇扩容提质工程。 力争到2015年， 40
个发展基础较好的县 （市） 中心城区人口过20万； 50个
以上的建制镇镇区人口达3万以上。 到2020年， 耒阳市、
醴陵市、 宁乡县、 浏阳市、 祁阳县、 长沙县、 邵东县中
心城区人口过50万。 其他规模较小及发展相对滞后的县
（市）， 中心城区人口规模逐步超过10万。

●轨道交通站场城市综合体规划建设工程。 统筹
规划铁路客运专线、 城际城市轨道交通线站场的空间
布局， 实现无缝对接。 依托铁路客运专线、 城际城市
轨道交通线站场， 半径一公里范围以内规划建设高强
度、 高容积率的城市综合体， 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达5万人以上。

●城镇路网结构提质优化工程。 保证城镇各级道
路的路网密度， 杜绝超标的 “宽马路”。 城镇道路的
规划设计要避免深挖高填， 积极保护原生态。 科学渠
化交叉路口， 新建道路建设港湾式公交车停靠站点，
已建道路有条件的要逐步实施改造。 特大城市要大力
推动快速路建设。 加强老旧城区支路改造建设， 合理
加大支路网密度， 打通断头路、 改造丁字路。 严禁小
区建设挤占城市支路， 已挤占的要责令限期恢复。 到
2015年底 ， 设区城市主次干路密度达4公里/平方公
里， 县以上城镇人均道路面积达13.5平方米。

●重要水源地保护和供水提质改造工程。 加强东
江湖 、 水府庙 、 株树桥等重要水源地保护和环境整
治。 到2015年底， 县城以上城镇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
新的卫生标准 ， 新增和改造供水规模648万立方米/

日， 新增和改造供水管网长度1.08万公里， 80％以上城
市和60％以上县城供水管网的漏损率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气化湖南工程。 力争到2015年， 全省新建天然
气省级支干线管道6条， 天然气输气干管覆盖全省地
级市和一半以上的县 （市）。 到2020年， 全省天然气
管网形成四纵四横输气管道、 5座液化天然气调峰站
省级骨架干网， 实现县县通天然气， 县以上城镇超过
80％的居民使用天然气。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十二五”
期间新建污水管网8492公里， 新增和改造污水处理规
模440.9万立方米/日， 到2015年底， 县以上城镇和一
般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85％和30％。 新增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收转运能力3.86万吨/日 ， 到
2015年底 ， 县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 50％以上的设区城市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成立省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领导小组， 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 环
保、 国土资源、 交通、 电力、 电信、 农办、 林业、 商
务、 公安、 卫生、 财政等部门参与， 开展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三年行动， 实现城乡品位和形象大提升。

●长株潭绿道网建设工程。 组织编制 《长株潭绿
道网总体规划》， 长株潭3市政府负责绿道网建设。 按
照 “一年构建骨架， 两年基本建成， 三年完善成网”
的要求 ， 到2015年长株潭地区率先建成连接城际之
间、 城乡之间、 社区之间的绿道网络。

本报记者 陈淦璋 胡信松
通讯员 张欢 黎文君

到2015年， 基本建成长株潭城际
轨道， 所有县市区30分钟内上高速公
路；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率力争赶上
全国平均水平， 长沙中心城区人口达
500万以上……细读《湖南省推进新型
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2-2020年）》（以
下简称 《实施纲要 》），可谓 “干货 ”十
足。

在11月9日召开的 《实施纲要》新
闻发布会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副书记、副厅长袁湘江表示：“《实施
纲要》 特别针对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思
路、目标和措施。 ”

打造“一核五轴”，
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到2011年 ， 全省城镇化率达到
45.1％。 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个
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
化水平，两者不相匹配，已对工业化的
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

基于发展现状，《实施纲要》 提出
了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以长株
潭城市群为核心、中心城市为依托，县
城和中心镇为基础， 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 以及
“一核五轴”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据介绍，“一核”即长株潭城市群；
“五轴”，即岳阳-郴州城镇发展主轴，
常德-永州城镇发展轴，石门-通道城
镇发展轴，株洲-怀化城镇发展轴，长
沙-吉首城镇发展轴。

袁湘江介绍， 在具体举措上，《实
施纲要》 提出既要推进长株潭城市群
加快转型发展、 提升环长株潭城市群
统筹发展的深度和水平， 也要因地制
宜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城市群，
包括重点支持郴州大十字城镇群、邵
阳东部城镇群、 衡阳西南云大经济圈
加快发展。 积极推进永州冷零祁经济
圈、怀化鹤中洪芷经济圈、湘西吉凤花
城镇带、 娄底娄涟双城镇群等城镇密
集地区的统筹开发建设。

二是要求壮大区域中心城市。 力
争到2015年，建成特大城市6个（长沙、
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大城市
6个（郴州、益阳、永州、邵阳、娄底、怀
化）。

三是要求大力推动县城和中心镇
提速发展。 《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促
进其扩容提质，并从总体规划修改、调
整行政区划、 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方面
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规划到2015年，
40个县（市）中心城区人口过20万 ，50
个建制镇镇区人口达3万以上。到2020
年，耒阳市、醴陵市、宁乡县、浏阳市、
祁阳县、长沙县、邵东县等7个县市中
心城区人口过50万。

统筹城乡规划，消除村镇
建设“一条公路两排房”现象

针对当前我省村镇建设“散、乱、
差”的现象，《实施纲要》提出坚持把城
乡规划作为提升城乡发展质量、 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 并制定了相
应时间表。即：2013年底前基本完成镇
（乡）域村镇布局规划，2015 年底前完
成镇区（集镇）规划、村庄规划的修改
或制定工作。

《实施纲要》要求，强化对村镇各
类建设活动的空间管制，切实消除“一
条公路两排房”的现象，逐步实现农村
居民相对集中建房， 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相对集约配置， 充分展
现乡村山水田园风光。

对城镇化加速过程中的“城中村”
现象，《实施纲要》没有回避，提出各地
要重点强化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
行动计划的制订，消除“城中村”现象，
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产出效
益。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到2015年， 基本建成长株潭城际

轨道；打通25条高速省际通道，到2015
年全省形成“六纵七横”高速公路网，
实现所有县（市、区）30分钟内上高速
公路———《实施纲要》对构建城际交通
网络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实施纲要》同时提出，加快推进
长沙黄花机场、 张家界荷花机场等民
用机场的改扩建和南岳、 武冈等机场
的新建； 把城陵矶新港区建设成为全
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加
快湘江、沅水高等级航道和岳阳、长沙
等7个重要港口建设。

再把目光转向城市。 针对 “行车
难”问题，《实施纲要》提出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加快省会长沙轨道交通建设，
特大城市也要探索建立BRT快速公共
交通系统；同时，提倡“绿色出行”，推
广株洲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经
验。

针对“停车难”现象，《实施纲要》
要求到2015年， 全省开发利用人防工
程提供地下停车位30万个。 新建小区
的停车泊位要满足小区单位和居民的
停车需求， 现有小区要结合城市改造
和综合整治增加停车泊位。 清理恢复
被占用的大型楼房、 商场的地下公共
停车场，实行对外开放服务。提高城市
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 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和经营。

此外，《实施纲要》对于城镇供水、
供电、供气、网络设施建设、城市防洪
排涝等方面也做出了相应安排， 如提
出到2015年底， 县以上城镇生活饮用
水水质应符合新的卫生标准， 防洪堤
建设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到
2020年，实现县县通天然气等。

突出宜居宜业，凸显湖湘特色
发布会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乡规划处处长易小林说， 新型城镇
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就是坚持以人为
本和改善民生， 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
宜居宜业环境。

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实施
纲要》在一系列举措之外，还提出了几
组具体数字，即：优先安排连片规模较
大、住房条件较差、安全隐患严重的项
目，2015年底前基本完成集中连片的
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十二
五”期间，力争每年改善20万户以上农
村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

宜业才能更好宜居。 拉丁美洲的
“城镇化陷阱”警示世人：真正的城镇
化并非农村向城市人口数量的转移，
更重要的是人口转移之后能否充分就
业，能否享受教育，能否置业等等后续
工作。 《实施纲要》就此提出，不断增大
城镇吸纳就业容量， 大力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各类产业园区，鼓
励有条件的乡镇发展非农特色产业园
区，促进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
向县城和中心镇的产业园区转移集
聚。

关注人居环境，《实施纲要》 提出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重
点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居住
区、 集贸市场等卫生死角进行环境治
理，其中，到2015年完成4000个建制村
的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纲要》还特别辟出一节，提
出城镇建设要突出湖湘特色， 加强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打造显山露水、城水
相依、城山相偎的特色城镇。如提出用
2年左右时间，重点对湘西、怀化出省
高速公路可视范围内的民居进行风貌
保护和改造，省财政给予一定补贴。

创新体制机制，
破解制约城镇化发展瓶颈

当然， 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还面
临着诸多瓶颈。 “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
机制不健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
融资体制、社会保障不完善等。 ”袁湘
江说。

针对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 、
宅基地使用权固化严重， 阻碍了土地
流转的问题，借鉴四川、重庆、山东等
地经验，《实施纲要》提出：依法依规开
展县（市）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管理， 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流转，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
分配制度。 用经济手段促进和规范农
村闲置宅基地的退出和流转 ， 在县
（市）域内实施农村居民宅基地置换商
品房、农民公寓房、物业或货币补偿。
探索建立对农村居民整户连续8年以
上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并购置住房，已
成为事实城镇居民的宅基地实行收回
补偿的机制， 对其承包地经营权实行
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同样， 资金不足也成为制约我省
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 根据经验数
据，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需配套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投资
12万元，而到2020年，我省要新增1000
多万城镇人口，资金缺口巨大。

对此，《实施纲要》 提出了4大措
施： 一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央的资金
支持； 二是整合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
关的专项资金， 集中支持县城和中心
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
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三是“用
活”金融部门资金；四是扩大开放，加
大吸引企业资本和社会资金参与城镇
建设的力度。

新型城镇化
谱写 胡信松 陈淦璋

《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
实施纲要 （2012-2020）》 正式
出炉， 这是省委、 省政府加快
新型城镇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
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 必将对
全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极
大地推动作用。

近年来， 我省城镇化水平
快 速 提 升 ， 2011 年 达 到 了
45.1%。 未来5至10年， 将是我
省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
关键期 。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
化， 是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客观需要， 是实施 “四化两
型” 战略的重要内容， 是富民
强省的必由之路。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要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人口
城镇化为核心， 以城乡一体化
为方向， 大力提升城镇化水平
和发展质量。

新型城镇化， 应当是城乡
统筹发展的城镇化。 推进新型
城镇化不能走以牺牲农民利益
为代价的歧路， 牺牲了农业和
农民， 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与
保障； 也不能走城镇与农村相
割裂的弯路。 新型城镇化要注
重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 促进
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
动 ， 逐步取消城乡户口差别 ，
使城镇和农村人口都能够享有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 逐步实现
公共卫生、 义务教育、 社会保
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城镇化， 应当是产城
互动的城镇化 。 没有产业支
撑， 没有实现由从事农业向从
事工业、 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
转换， 城镇化不可能持续。 新
型城镇化应是包含着工业和农
业发展的城镇化， 要求科学确
定城镇产业定位， 充分发挥区
位、 资源优势， 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 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要
以特色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 、
要以多种经济繁荣新型城镇
化。

新型城镇化， 应当是节约
集约、 绿色宜居的城镇化。 资
源环境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必
须走集约化、 紧凑型的新型城
镇化之路 。 要按照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完善功能、 以大带
小的原则， 遵循城市发展客观
规律， 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
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
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 绝非一
时一日之功， 需循序渐进， 稳
步推进； 从 “城市化” 到 “新
型城镇化 ”， 我们追逐 “城市
梦” 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们推
进城镇化的探索锲而不舍。

解一卷而众篇明， 举一纲
而万目张。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空间将
更加广阔， 农业现代化将焕发
出新的生机， 湖南的经济社会
发展又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主推8项重点工程

11月5日， 晨光中的沅江市小叶湖。 沅江积极打造 “魅力水城”， 最大限度地发挥宜居功能、 生态效益和旅游效
应。 水流动了， 城市绿化了， 老百姓高兴了。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省委、 省政府
高度重视，从今年2
月开始即着手起
草， 经多地调研借
鉴、听取各界意见、
反复修改，《湖南省
推进新型城镇化实
施纲要（2012-2020
年）》正式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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