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乔伊蕾）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 湘潭市
国土资源局调研员何久均因涉嫌
严重违纪问题， 近日被湘潭市纪
委立案调查。

何久均，男，湘乡市人，1954
年10月出生，大专文化。2000年3
月至2001年3月， 任韶山市林业

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3月至
2005年12月，任韶山市国土资源
局党组书记、 局长；2005年12月
至2007年7月， 任湘潭县国土资
源局局长；2007年7月至2012年
11月， 任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工会
主席；2012年11月起任湘潭市国
土资源局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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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谭家胜 段坤君

6月4日，晨曦初露，重新搬回郴州
市苏仙区裕后街的黄桂平，来到街前的
文化广场上开始晨练，与大家一起跳广
场舞、打太极，迎接新的一天。

在裕后街住了几十年的黄桂平，自
上个月搬进改造后的新家后，他觉得日
子越过越有味。

青石砖、琉璃瓦、木勾栏的湘南风
情民居，两室两厅90多平方的新房，设
计合理，采光通风俱佳，现代化家具电
器一应俱全。“与昔日破旧狭小的老瓦
房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原来外面
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街上垃圾遍地，连
的士都不愿意来。”黄桂平对记者说。

破解资金瓶颈，老街迎来新生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裕后街，曾经游
人如织，商贾云集，古戏台上莺歌燕舞，
多少繁华旧梦记载着这条老街的历史
荣光。

随着城市重心逐渐转移，裕后街渐
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和记忆。没有经济
活动的裕后街成了贫困群体聚居之地，
石板街、米码头依旧清晰可见，但早已
繁华落尽，苍凉衰败。

郴州市曾几次想改造这条老街，但
作为面积最大的棚户区， 居住人口有
3000多人，改造面积近10万平方米，近
一半居民希望“拆一还一，原地安置”，
改造难度大，靠政府的财力，资金缺口
非常大。就这样，裕后街改造几次提上
议事日程，又几度搁浅。

2009年， 郴州市政府决定引进企
业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他们把橄
榄枝伸向了湖南建工集团。

郴州市政府与湖南建工集团，拉开
了裕后街改造的序幕。

2010年5月，湖南建工集团在郴州
成立了相山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裕后
街的开发建设任务。

开发伊始，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提
出，裕后街改造既是郴州历史文化名城
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一项提升城市
品质、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要当做一
项文化产业来经营好、管理好，通过这
个窗口让游客了解郴州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湖南建工集团董事长刘运武要求

开发团队，以一种历史责任感来改造保
护裕后街， 尊重古建筑的设计理念，通
过切实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
生活质量，使裕后街的发展真正变得可
持续，把它打造成精品工程。

通过3年建设，湖南建工集团投资
3亿元，在不破坏历史古迹的前提下，修
缮修建了犀牛井、古戏院、米码头等历
史人文景点，建设了“四街七中心”：即
民俗文化街、中华美食街、风情酒吧街、
时尚步行街；游客接待中心、购物中心、
休闲康体中心、公馆区等。在沿街区内
的郴江两岸形成了一个集商业、 居住、
娱乐休闲、特色小吃和旅游观光为一体
的城市新景点。

“这是一次多赢的合作”

居民陆续回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新房；数十家商铺已经开业，来此观光
购物的游客络绎不绝.
� � � � 漫步在古色古香的文化广场和裕
后街上，当地居民脸上欣喜的笑容格外
灿烂。

搬进了新房的原居民周玉兰，讲起
现在的幸福生活，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老街环境好了、品位高了，住起来舒服
多啦！”

刘运武坦言：“这是一次多赢的合
作！参与郴州城镇化建设，湖南建工也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改变了以往单纯
以施工盈利的模式，开创了投资施工、房
产开发等多种经营渠道，提高了利润率，
增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刘运武介绍， 作为一家有着60年
历史的大型国有建筑企业集团，湖南建
工当时提出了“创新、转型、升级”的发
展思路———“逐步实现从生产施工到投
资经营的转型，以较少资金‘撬动’较大
的开发项目；以BT（建设-回购）、BOT
（建设-经营-转让）等多种形式，参与
地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在
取得工程总承包权上谋取突破”。

郴州选定湖南建工，看中了它的品
牌和实力。

向力力认为，“与净地开发不同，旧
城改造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系统性、
复杂性工程，涉及领域多，从规划、拆迁
到建设都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与问题。
品牌开发商在资金实力和开发经验方
面都占有优势。”

2010年， 郴州市政府与湖南建工
集团签订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正式结成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

“郴州模式”，助力新型
城镇化

采用BT等投资模式， 湖南建工集
团在郴州先后投资建设了相山大道、郴
州大道、郴州国际会展中心等重点工程

项目，投资规模超过30亿元，投资范围
涉及市政道路、场馆建设以及历史文化
街改造等多个领域。

在双方的合作中，探索出了一种“政
府支持引导，企业投资开发，共建民生工
程，共促社会发展”的“郴州模式”，对引
导企业资本参与城镇建设意义深远。

刘运武认为，城镇化建设的需求是
全方位的，大型企业，包括大型建筑企
业也是大有可为的。据了解，借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东风”，湖南建工将尝试集
投资者和承包商于一体，广泛参与各县
市综合运营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大胆试
水民生工程，参与医疗、教育、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等领域。

湖南建工的“郴州模式”如今又被
推广到了吉首、凤凰等地，为当地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旅游市场开发插上腾飞
的翅膀。

印象“城镇化”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诗意的家园

“裕后”重生
———湖南建工集团参与郴州城镇化建设样本解读

胡信松

根据经验数据， 每增加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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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20年我省要新增1000多万城镇人
口，则需配套1.2万亿以上的投资。

解决城镇化的建设资金， 迫在
眉睫。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
是政府投入 ，这一点 ，毋庸置疑 。但
在融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

受国家规范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的影响，现在我省
平台公司的融资规模一时
还难以扩大 ， 甚至借新还
旧、续贷都受到制约 。很显
然，一味依靠银行贷款的办
法，已难以为继。

这就需要创新思路，撬动社会资
金。

郴州市政府与湖南建工集团合
作， 吸引企业资本参与城镇建设的
“郴州模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裕后街的改造， 企业作为融资、
建设、经营三位一体的平台，解决了
推进新型城镇化“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展示了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城镇化建设， 可以以此为鉴，引
入战略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把社
会民间资本充分调动起来。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徐典波）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本报记者徐
亚 平 在 京 出 席 “第 五 届
SEE/TNC生态奖” 颁奖典礼，领
取了这一由美国大自然协会
（TNC） 与中国阿拉善SEE生态
协会联合授予的有全球影响的环
保大奖。

徐亚平投身环保16年，长期
关注长江、洞庭湖生态，组织开展
了许多环保行动。 全球唯一江豚
淡水亚种、 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
种———江豚濒临灭绝之际， 他创
建了我国民间首个江豚保护机
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确
立了“让江豚尽快升格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建立东洞庭湖江豚
保护区，实施江豚迁地保护”等3
大攻坚目标， 全面铺开16项工
作。“SEE·TNC生态奖”是阿拉

善SEE生态协会与美国大自然保
护协会（TNC）合作设立的环保
奖，两年一届，已成功举办4届，成
为全球瞩目的重要环保奖项。

同一天，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
的“保护洞庭湖，拯救长江江豚”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岳阳东洞
庭湖畔举行， 全省1000余名志愿
者代表参与活动并共同发出倡议。

活动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活
动实施方案， 省文明办志愿服务
工作处负责人宣读了《全省保护
山川河流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书》。
活动现场，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保护洞庭生态， 留住江豚微笑”
大型公益摄影图片展开展， 东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
宣教服务中心湖区野生动物标本
馆及环保主题4D电影院等同时
开放。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胡安玲） 盐和胡椒粉
混在一起， 怎样让它们分开？今
天， 第四届科学家庭教育公益活
动在长沙启动， 湖南一师二附小
的孩子们感受了一次科学带来的
乐趣和思考。

科学家庭教育项目， 是雅培
基金会携手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
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 目的在于
通过雅培科学家和志愿者， 带领
小学生和家长动手参与趣味科学
实验，来感性认知基础科学，从小
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并明
白科学就在他们身边。 该活动已
在全国举办4届，33个城市的100
所学校参与了这一活动， 我省还
是首次。

据悉， 科学家庭教育活动的
材料，都取自简单的生活用品，比
如杯子、硬币和报纸，很容易能让
孩子们接受和了解。

江豚卫士
荣获生态大奖

拯救江豚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贺爱君 黄静）15辆贴有

“蓝天使者”车贴的机动车一字排
开，从今天起，它们每周将在家休
息一天。今天是第42个世界环境
日， 长沙市环保局和开福区委区
政府联合主办 “减少尾气排放，
共护星城蓝天”大型主题活动，号
召广大车主为减少尾气排放每周
少开一天车。

在湖南烈士公园烈士塔前坪，
首批15名“蓝天使者”向社会公开
承诺：今后每周少开一天车，并将
此理念传播给身边有车的同事和
亲友，让更多人参与到“减少尾气
排放、共护星城蓝天”的行动中来，
让长沙的天更蓝，云更白，空气更
清新。开福区清水塘街道的“蓝天
使者”杨丹表示，尽管自己家离办

公地点比较远， 坐公交车还要转
车，但为了家乡的空气更好，愿意
承受这一点不方便。长沙市环保局
局长黎建认为，控制机动车尾气污
染， 需要广大市民的共同参与，如
果大家都能做到每周少开一天车，
节能减排的效果会相当可观。

长沙市环保部门以世界环境
日为契机， 开展持续一个星期的
“环境宣传周”活动，组织数百名
市民、学生、志愿者代表参观最佳
工地的扬尘治理措施和成效，向
广大市民发送“环保公益短信”约
30万条，向市民发放万个车载环
保袋，表彰了49个“节能环保社
区”和13所“绿色学校”。据统计，
这段时间， 该市直接或间接参与
到各类环境宣传活动的人数达到
了近百万人次。

长沙15位“蓝天使者”承诺

每周少开一天车

从小培养孩子爱科学

科学家庭教育
活动首次来长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陈波）6月3日，张家界市永
定区南庄坪街道办事处永康社区党支部
书记罗某受到免职处分， 这是该区第二
名因控违拆违工作不力被免职的干部。

作为张家界城市管理攻坚战的主
战场，5月初以来， 永定区组建城管、公
安联合控违治违执法队伍，出台“六个

一律免职”问责制度。首次将市中心城
区50.1平方公里建设用地范围和重点

工程项目规划区确定为控违拆违范围，
进行全天候“地毯式”督查。据悉，目前

永定区共拆除违法建设61处7825平方
米，实现了违法建设“零”发生。同时并
在张家界市率先建立“四位一体”的工
作模式，即以办事处为责任单位，社区
具体负责，联点扶建单位帮扶，区政府
办牵头考核的方式，分片包干，及时解
决卫生死角多、 垃圾乱堆乱放现象，从
而扮靓庸城市容市貌。

控违拆违工作不力

永定2名干部被免职

涉嫌严重违纪
湘潭市国土局调研员何久均被立案调查

6月5日，长沙交警在规范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放拐位置。当天，长沙市芙蓉区交警，对辖区90位残疾人驾驶员集中开展交
通安全教育宣传，排查涉残车辆上路的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记者感言

破解城镇化资金瓶颈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黄贞贞 陶芳芳） 今天上
午，来自湖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高
等院校外籍师生及经开区等开发
园区外籍人士130余人汇集长沙
梅溪湖， 以徒步梅溪湖的形式共
同倡导低碳生活。一路赏山赏水，
来 自 国 防 科 大 的 外 教 Joseph�
Bardos 兴 奋 地 说 道 ：“I� love�

Changsha，it's� very� good!”（“太
美了，我爱长沙！”）

长沙在历年成功举办“情系
长沙”外国友人看长沙、中华才艺
表演赛和摄影征文赛等系列活动
基础上，举办“情系长沙”外国友
人徒步梅溪湖·看长沙,旨在让外
国朋友感受长沙经济发展和两型
社会建成成果，更好地了解长沙。

“太美了，我爱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