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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12月30日发布信息， 长株潭
“两型社会” 试验区扎实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总结提升和第二阶段布
局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已经
全面进入纵深推进阶段。

为客观、 全面、 准确地反映湖南两型建
设进程， 省两型管委会、 省统计局及省直相
关部门共同制定了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含资源节约、 环境友
好、 经济社会3大领域， 共39个具体指标。
通过多指标综合加权计算， 结果显示， 2013
年， 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总
指数为107.3。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和经济社
会3个评价领域发展水平比上年均有提高。
其中： 经济社会领域指数在3个领域中最高，
为114.9，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4.45个百分点；
资源节约领域指数为104.2， 对总指数提升贡
献 1.24个百分点； 环境友好领域指数为
104.1，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1.64个百分点。 在
已进行评价的36个指标中,2013年与2012年
相比有28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正向发展， 有
7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逆向发展， 1个指标与
上年持平。

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
整体进展顺利

在资源节约领域： 一是自然资源使用水
平进一步提升。 单位建设用地GDP达到1.92
亿元/平方公里， 提高10.0%， 比全省平均水
平高0.35亿元 /平方公里。 单位GDP能耗
0.789吨标准煤/万元， 比上年降低5.1%， 与
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规模工业增加值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占比29.54%， 比上年降低
0.16个百分点， 低于全省31.62%的平均水
平。 二是社会资源利用进一步强化。 全社会
劳动生产率7.43万元/人， 增长9.3%， 比全省
平均水平高22.1%。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
辆3.41标台， 比上年增加0.74标台， 比全省
平均水平高18.9%。 三是资源循环利用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78.2%， 比上年提高15.6个百分点， 高于全
省63.7%的平均水平。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0.6%，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但
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

在环境友好领域： 一是环境保护投入和
治理力度加大。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
比重为0.58%， 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
城市污水处理率90.17%， 比上年提高2.45个
百分点，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81个百分点。
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 氮氧化物和氨氮排
放总量均有下降。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90.11%， 比上年提高5.91个百分点。 主要农
产品中， 有机、 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
占比为21.49%， 比上年提高2.98个百分点，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08个百分点。 二是生态
环境有所改善。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07
平方米，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08平方米。 湿
地保护率64.41%， 比上年提高7.55个百分
点，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35个百分点。 森林
覆盖率达到51.86%， 比上年提高0.18个百分
点。 森林蓄积量19787万立方米， 比上年增
加854.7万立方米。 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

水土流失面积比率63.09%， 比上年提高1.89
个百分点。

经济社会领域： 一是科技支撑转型作用
加强。 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
度达到1.48%， 比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15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7.6%， 比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
点。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人均GDP
为47142元， 比上年增加4494元， 比全省平
均水平高28.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701元
和11241元， 比上年增长9.8%和12.8%。 城
镇化率提高1.2个百分点， 达到51.83%， 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 单位GDP生产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由2012年的0.044人/亿
元， 下降至0.032人/亿元。

长株潭地区引领两型社会建设
2013年， 长沙、 株洲和湘潭三市两型社

会建设综合评价总指数为109.2， 比长株潭试
验区总指数高出1.9个百分点。 3个评价领域
发展水平比上年均有提高。 其中： 经济社会
领域指数在3个领域中最高， 为113.0， 对总
指数提升贡献3.9个百分点； 其次环境友好领
域指数为112.4，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4.96个百
分点； 资源节约领域指数为101.0， 对总指数
提升贡献0.3个百分点。 与2012年相比， 有
25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正向发展； 有9个指
标的发展指数呈逆向发展， 具体为规模工业
增加值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占比、 人均综合用
水量、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 人均能源消费量速度下降率、 空
气质量良好天数达标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生态用地比例； 两个指
标与上年持平， 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和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比率。

长株潭城市群规划10项指标中， 到2013
年， 有4项已达到2020年规划目标。 一是万
元GDP能耗比2007年降低51.7%， 达到2015
年目标的147.7%和2020年目标的110.0%。
二是单位GDP用水量77.14吨 /万元， 达到
2020年目标。 三是单位建设用地GDP2.96亿
元/平方公里， 达到2015年目标的177.2%和
2020年目标的148%。 四是主要污染物排放

强度， 2015年和2020年目标分别为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 2013
年， 长株潭地区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 氮
氧化物和氨氮排放强度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69.7%、 42.6%、 69.2%和32.1%。 有1项已
达到2015年规划目标。 具体指标为人均GDP
达到 7.59万元， 是2015年目标的126.5%和
2020年目标的69.0%。 有1项指标接近2015
年目标值， 具体指标为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
55.5%， 距离2015年目标值还有0.2%的差
距。

环长株潭地区两型社会建设
稳步推进

2013年， 环长株潭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综
合评价总指数为105.5。 3个评价领域中环境
友好领域和经济社会领域发展水平比上年有
提高， 资源节约领域发展水平比上年有所下
降。 其中： 经济社会领域指数在3个领域中
最高， 为115.7，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4.70个百
分点； 其次环境友好领域指数为102.3， 对总
指数提升贡献0.91个百分点； 资源节约领域
指数为99.5， 拉低总指数0.16个百分点。 在
已进行评价的36个指标中,与2012年相比，
有26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正向发展， 有7个
指标的发展指数呈逆向发展， 3个指标与上
年持平。

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
整体水平排名

从两型社会横向指数排名情况看， 2013
年， 长沙市在全省各地区中两型社会横向综
合评价总指数最高， 为84.6； 株洲市、 湘潭
市紧随其后， 分别为71.3和69.0； 常德市和
岳阳市处于长株潭试验区的平均水平之上，
分别为67.7和66.7； 郴州市和益阳市的总指
数分别列第六位、 第七位； 衡阳市和娄底市
分别列第八、 第九位。

从两型社会纵向指数排名情况看， 2013
年， 株洲市、 衡阳市、 郴州市和娄底市两型
社会建设纵向指数位于长株潭试验区的前4
位， 指数均超过110。 长沙市、 湘潭市、 岳
阳市、 常德市和益阳市分列第五至第九位。

多指标综合加权计算结果显示，2013年，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总指数为107.3，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经济社会3个评价领域发展水平比上年均有提高———

综合评价总指数107.3，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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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设用地GDP达到1.92亿
元/平方公里，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5
亿元/平方公里。

城市污水处理率90.17%， 高出
全省平均水平1.81个百分点。

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
入强度达到1.48%， 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0.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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