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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型”，不要“三高”， 产业进退之间，实现转型发展；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家更美，探路生态文明建设，湖湘儿
女共创共享两型美好生活———

两型之光耀三湘
本报记者 唐爱平 张尚武

屋顶是淡蓝色的太阳能光伏， 厨房有干
净的沼气灶， 门前菜园安装了户用污水处理
系统， 姹紫嫣红满眼春……这是韶山市韶山
村村民左仲华的家，美得让人陶醉。

三湘大地，这样美丽的两型图景，处处皆
是。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 从那时起，湖南抓住这一历史性
重大机遇，努力践行两型理念，在体制机制、
环境、 民生和发展方式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
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如今，在长株潭乃至全省，两型生产正在
成为一种制度，两型生活正在成为一种习惯，
两型消费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两型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两型社会建设的浓厚氛围，正弥
漫三湘大地。

制度创新：
以“两型”为取舍标尺

湖南的“两型”探索，首要在于制度的不
断创新。

6年来，湖南以“两型”为标尺，在产业转
型、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
等重大问题上先行先试， 推出八大类制度创
新，106项原创性改革，在产业退出、集约节约
用地、环境治理市场化、住宅工厂化、垃圾资
源化等方面，开创了领先全国的新模式、新方
法。

建立产业准入提升退出机制， 让发展更
科学。

这些年来，被称为“把住入口、敞开出口、
盘活存量”的产业准入提升退出机制，在三湘
大地全面实施，大规模的“退二进三”在长株
潭地区相继启动。

“两型”改革，牵住了产业发展的“牛鼻
子”。 进退之间，产业转型升级。

在长沙， 曾经聚集大小企业200多家、光
烟囱就有20多个的滨江路， 如今已成滨江商
圈，栋栋大楼正在绿树芳草间“生长”。 立足金
融、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这里最贵的商铺
已卖到每平方米7万元。

6年时间，仅湘江两岸，湖南前后关停并
转1300多家企业， 否决了数百个不合门槛要
求的发展项目，湘江干流断面水质达标率（Ⅲ
类以上）提高了11.6个百分点。

长株潭三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居民水、电、
气阶梯价格全面改革。 一年多来，长沙市实行
阶梯水价用水户的总用水量下降了18.5%。

长沙探路流域生态补偿，出现水质超标，
上游补偿下游，并在全市通报，下游对上游污
染只能选择“默默承受”的日子宣告结束。

株洲首尝“绿色保险”，全市已有200多家
企业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险”。

排污权交易为全国探路。 如今，全省加入
排污权交易阵营的城市已有8个， 市场交易
145笔，交易金额达4508万元。

与此同时，湖南还构建了宽覆盖、多层次
的“两型”规划体系，摸索出三大类共59个“两
型标准”体系，涵盖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公共
服务等领域；把生产、生活和消费领域中所涉
及的资源、环境因素，细化成两型评价细则和
标准，成为创建两型学校、园区、家庭、村镇、
门店、机关等工作的“标尺”，大至产业，中到
企业，小到家庭，都能找到宏观的“改革指南”
和清晰的两型示范创建“施工图”。

推进两型改革创新， 湖南颁布实施长株
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湘江保护条例、长株
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从
法制层面为全省两型社会建设、 两型示范创
建提供了有力保障。

美好家园：
以“两型”理念为内涵

两型社会建设的强力推进， 湖湘大地变
绿变美，成为中部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6
年来，发生在身边的“两型巨变”，让每一个身
在其中的湖南人感同身受。

人们最现实的感受是，产业发展两型化、

园区建设循环化、企业生产低碳化，湖南进一
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净。

老工业基地株洲，曾是“全国空气污染十
大城市”之一，生活在废水、废气、烟尘和酸雨
的包围中，市民苦不堪言。 6年来，株洲市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炸烟囱、关闭污染企业、绿化
美化城市和发展高科技产业、 城市新兴服务
业；实施公交电动化,�推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
统，城区空气质量良好率达到97.7%。 如今，灰
头土脸的株洲， 变成了全国卫生城市和园林
城市，成为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典范。

园区在变“绿”，循环发展走新路。 岳阳云
溪工业园构建央地产业对接发展的大循环、
园区内企业资源上下游对接的小循环、 企业
内部资源循环利用的微循环等三大立体循环
发展体系， 园区内大多数工业废弃物都在产
业链内得到转化利用。 株洲栗雨工业园实行
环保一票否决制， 入园项目环保审批率达
100%，近年否决不符合园区产业导向、未能
通过环境审批的项目20余项， 涉及投资15个
亿。

宁要“两型”，不要高污染、高能耗、高排
放的“三高”，产业向清洁低碳迈进。 全省加快
冶金、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提升，同时壮
大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 浏阳南方

水泥采用高压变频调速等新技术， 年节能超
过3000吨标煤，其模式在整个南方集团推广；
醴陵华联瓷业投资1690万元实施窑炉改造及
余热利用， 年节约标煤11646吨，3年收回投
资； 株洲百货公司成为全国节能减排示范门
店。 万容科技、湘电集团、南车时代等创建两
型企业，在两型产业领域快速拓展发展空间。

在长株潭乃至全省， 人们生活的环境更
美更宜居。 长沙、 常德成为全国文明城市，
长沙获评为“全球绿色城市”， 株洲获“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
获批全国首批“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株洲云龙示范区获批“国家低碳生态试点城
（镇）”。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人民群众幸福
感越来越高， 长沙市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

“十大幸福城市”。 贯彻两型理念的内涵， 各
地加大对景区、 重点林区的保护， 推动花卉
苗木进城镇、 社区、 村庄、 厂区、 园区、 办
公区， 使三湘大地更加绿意盎然。 长沙洋湖
湿地两型示范景区绿化覆盖率高达90%， 负
氧离子高出中心城区6倍多， 汇集了800多种
湿地植物及400多种鸟类、 亚热带动物、 水
生动物及昆虫， 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完整湿地生态系统。 常德市鼎城区花岩溪林
场通过对水边、路边、房边等“三边”区域3000
亩空地实施风景林绿化提质，赢得了“中国白

鹭之乡”、“江南休闲胜地”、“水彩画的王国”等
称号。 株洲天元区高塘社区通过“美化、绿化、
净化、亮化”，实现“庭前有花园、庭外有菜园、
屋后有果园”。

两型探索与实践，“治气、治土、治水”均
大有斩获， 群众喝上干净水、 呼吸上新鲜空
气、 吃上放心食品，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
产、生活，感受着两型社会建设带来的实惠。
至今我省森林覆盖率已达57.52%； 去年， 14
个市州空气质量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湘
江干支流42个监测断面及水域监测，I-III类
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8.1%， 比2007年提升了
5.1个百分点。城乡环境同治，株洲市的攸县探
索“分区包干、分散处理、分级投入、分期考
核”的“四分法”，居民对环境卫生的满意率高
达95%。

追求两型生活，让家园更美好，人民群众
焕发出无限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电气化点
亮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家住长沙县跳
马镇石桥村的龚立军自豪地宣称。 他是长沙
县自建家庭光伏发电站的第一人， 他家的光
伏电站自开始发电以来， 半年总发电量已经
超过2000度。自己发电点亮家里的电灯，启动
客厅里的大功率空调，左邻右舍看了真羡慕：
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这位“两型达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借

“光” 的幸福生活：10年前他在家门口立了个
小小的太阳能路灯， 白天充电晚上可以亮到
第二天凌晨二三时。 前几年他又在屋顶安装
了太阳能热水器。 他将家中能换的设施都换
成了电器，除了空调、电视、洗衣机等，现在他
家的厨房也已经电气化：用电磁炉炒菜，用电
饭煲煮饭，用微波炉热牛奶，甚至烧开水都用
电热水壶。

示范创建：
播撒“两型”绿色种子

两型社会建设涉及各行各业， 关联千家
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共同
参与。

以示范创建为抓手， 湖南推进两型进家
庭、村庄、校区、社区、企业、园区、景
区、办公区、门店等；在全省掀起了全
民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热潮。

2013年， 两型示范创建领域由最
初的6个单位类别，扩大到机关、学校、
企业、小城镇、社区、村庄、农民专业合
作社、门店、旅游景区、家庭等10大类
别，范围以点及面，从最初的长株潭三
市本级，扩展到三市所属县市区、环长
株潭城市群及郴州的郴资桂两型示范
带，乃至全省14个市州，各级、各部门、
各行业都领办示范点，探索成功经验，
让大家学有样板。

示范创建进社区、 进村庄、 进家
庭，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得
以倡导和推行。 长沙市咸嘉新村社区
成为全国首批“四嘴分类垃圾桶”试点
社区， 生活垃圾细分为“可回收类垃
圾”、“有害垃圾”、“厨房垃圾”、“其他
类垃圾”。隆回县星星村节能产品入户
率达60%以上， 垃圾处理实现“零输
出”。

示范创建进校园，小手牵大手，推
进两型社会建设。 不久前，《湖南省中
小学两型教育指导纲要》开始实施，两
型教育正式走进全省孩子们的课堂，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
片社区。 湘潭云龙实验学校等一批中
小学已形成硬件相配套，教育有课本，
实践有活动， 科研有课题的比较完整
的“两型”教育体系，全面引导青少年
从小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

示范创建似百舸争流， 两型理念
已由城区延伸到了农村、 由机关延伸到了学
校、由单个企业扩大到了园区、由家庭拓展到
了社区、门店，范围涵盖生产、生活、消费各领
域，对象覆盖工人、农民、社区居民、机关干
部、学生等广大群体，千家万户展开行动，从
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吃
住行游”经历一场绿色嬗变，形成了全社会共
创共建共享两型社会的生动局面。

助推两型社会建设， 也成就了一批公共
环保品牌。 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组建了“守
望母亲河”湘江流域民间观察和行动网络，成
为湘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第一个公众平台，
在湘江流域建立11个志愿者工作站， 覆盖湘
江流域的8条一级支流、3大污染重灾区。 湖南
环保联合会举办“争当两型小先锋”、“跟随大
雁去迁徙”等两型公益活动，1000多万青少年
踊跃参与。

大力支持两型示范创建， 省财政安排
7000多万的引导资金， 撬动20多亿元创建资
金投入， 两型社会建设已由初期的营造两型
氛围，向体制机制创新、技术产品推广、工程
项目建设深化。

“处处皆两型，人人可两型”。 如今，湖南
社会公众主动参与两型社会建设蔚然成风。
全省1700多万家庭重拎菜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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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回收成为习惯；“光盘行动”成为
自觉行为；“绿色出行”渐成潮流。

两型家庭、两型社区、两型学校、两型园
区……在示范创建的精彩实践中， 全省涌现
出342个先进示范典型， 如同342颗绿色的种
子， 播撒在湖湘大地希望的田野上， 不断生
长、蔓延、壮大，满目葱茏。

（紧接1版）为了使小陆早日康复，刘小利不顾
自己7个月的身孕， 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多
次带他到湖南省结核病医院请专家会诊。 当
时有人问刘小利：“你自己怀孕了抵抗力差，就
不怕被传染吗？”她只是轻轻一笑：“没事，我懂
防护。 只要能尽快治好战士的病，多跑几趟也
值！ ”

2013年3月，患者袁某在传染科确诊患了
肝硬化、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针对复杂病情，刘
小利会同内分泌科、 消化科等科室的医生进
行了多次会诊，拿出了详细的综合治疗方案。
3月21日下午，袁某突发高烧，全身极度不适。
刘小利得知情况后，寸步不离地陪护病人，监
护查体、端水送饭等事情都一人包揽下来，经
过连续10多个小时的精心护理，第二天早上，
袁某高烧退去，身体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在刘
小利的精心治疗下， 2个月后， 袁某康复出
院。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有那么一段日子， 让我一辈子刻骨铭
心！ ”翻开刘小利的日记，扉页上的这段文字
刹那间抓住记者的心。

2003年春夏之交， 潜伏已久的非典疫情
重重地击中北京。 武警部队下达召集令：火速
抽调医务人员赴京参加抗击非典的战斗。

“我是传染科医生，比其他医务人员更具
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申请参加战斗！ ”医

院党委刚刚准备开会研究抽调人员方案，刘
小利就冲进会议室主动请缨。

做出决定不易，完成任务更难。 刘小利受
领任务北上，在隔离病区的53个日夜，她参与
救治40余位非典病人，每天工作12小时。 为了
减少感染机会， 她和战友们带着18层以上的
口罩，穿着几层防护服，尽量减少吃喝，尽可能
不上厕所，有时甚至用上“尿不湿”。

“透过防护镜，我看到了非典病人那一双
双恐惧而又充满渴望的眼睛， 我真想冲破这
层生死隔离，去安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他们……”作为一名医生，除了被感染的危险，
刘小利内心也饱受煎熬。

一个经她救治出院的病人在离开病房时
说：“医生，我能记得你，尽管我没看见过您的
容貌，但从你的眼睛和声音我能认出是你，谢
谢你！ ”

作为军人，刘小利每次都冲在最前面，哪
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2004年3月，某部新训大队多名战士出现
不明原因发热，多名战士高烧不退，且有扩散
之势。刚刚经历过非典的人们更显脆弱。 是病
毒卷土重来，还是卷入流感漩涡？ 刘小利开赴
又一个战场，她迅速到疫区了解情况，初步断
定是经过呼吸道传染的疾病。

刘小利迅即投入战斗，组织划分隔离带，
建立临时隔离病区和防治所， 制定严格消毒
隔离措施，为发病的战士打针输液。 经过近一
个月的努力，疫情得到控制，所有发病战士全

部治愈。
2013年雅安地震后，7月4日，雅安再次爆

发特大泥石流灾害。 大灾之后有大疫，刘小利
主动请缨前往灾区指导疫情防治工作。 当时，
她正患重感冒， 却坚持每天拖着病体在一线
奔走，采集血液标本，指导设施改造，晚上则在
医院撰写调研报告，凭着铁人般的“蛮劲”，她
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任务， 确保了灾区部队
疫情零发生。

视病人如亲人，百姓疾苦挂心头

在浏阳市张坊镇上洪村的“空巢老人”周
林远家中，一直保留着3个小空瓶，每逢有人
到他家里做客，他都会饶有兴致地讲起这3个
小空瓶的故事。

2011年7月，周林远因为肝硬化急性发作
被送到总队医院传染科。 刘小利带领医护人
员连续抢救4小时，周林远脱离危险。 由于周
林远还伴有电解质紊乱、 低蛋白血症和严重
贫血，治疗中需要用白蛋白来增强抵抗力。 考
虑到白蛋白价格昂贵， 刘小利决定先征求老
人意见。

“啊，这么贵……”面对刘小利的询问，周
林远为难了。

“放心吧，我来安排。 ” 刘小利走出病房。
直到周林远出院翻看用药清单，才发现这3支
没有收费的白蛋白。 为了弄清情况，周林远找
来了护士。“老人家，这个药是刘主任买的。 ”

周林远听了，感动得老泪纵横，出院时特意向
护士要到了那3个白蛋白空瓶，说要带回家去
做纪念。

心里时时念想着病人的苦、 惦记着病人
的难，刘小利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2013年冬天， 李老患慢性支气管炎和肺
结核入住传染科。 入院后， 虽然病情得到控
制，但因空气干燥，李老咳嗽不止，痛苦不堪。
查房的刘小利发现这一情况， 立即从自己女
儿房间拿来加湿器，送到李老病房。 加水、插
电，打开开关，股股水汽冒出……

半夜再次查房，李老咳嗽症状减轻，也恢
复了精神。 见到刘小利，李老心中充满感动，
不忘打趣：“刘主任， 这个冒气的东西还真有
用嘞！ ”

王大爷是个“药罐子”，每次到医院看病，
他只挂刘小利的号， 有人告诉他， 医院医生
多，而且还有不少专家号。 他却摇摇头：“刘主
任开药讲原则，能开10元的绝不开11元的，能
不做的检查绝不会让你花冤枉钱， 找她看病
心里头踏实。 ”

为便于外地病人来医院看病， 刘小利为
大家发放了就诊服务卡， 印上了科室和自己
的电话，结果，她的电话就成了医院的热线，
每天咨询的、求助的电话不断，刘小利总是乐
呵呵地为病人安排好。

“为病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以病人
快乐为快乐，以病人幸福为幸福！ ”武警湖南
总队医院政委陈巍如是评价刘小利。

全省加入排污权交易阵营的
城市已有8个 ， 市场交易145
笔，交易金额达4508万元

■短评

大爱无言
周小雷

在军医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刘小利以
自己的娇小身躯，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勇气，
用无私奉献默默书写着“不平凡”。

作为军人，她不怕危险冲锋在前。 在非
典肆虐的危急关头， 她舍生忘死、 挺身而
出，第一个报名参战，全身心投入到那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 在雅安地震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她主动请缨带病前往灾区，凭着
一股“蛮劲”圆满完成疫情防控任务。

作为医生，她心里时刻装着病人，以病
人快乐为快乐，把病人当亲人看待。 从医22
年来，刘小利接诊过1800余名高危患者，不
管患者病情多么复杂，从不推诿回避，面对
重症患者，她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
之百的努力。 对待困难患者，她尽自己的最
大能力帮助他们。 对待自己，刘小利却十分
苛刻，甚至在重病住院期间，心里想的还是
病人。

大爱无言，大美无形。 刘小利在平凡的
岗位上，怀揣一颗火热、真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心，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军
医的伟大。

制图/李雅文

我省森林覆
盖率已达57.52%

去年 ，湘江
干 支 流 42个 监
测 断 面 及 水 域
监测 ，I -III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达
到 88.1% ， 比
2007年 提 升 了
5.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