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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两型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

【前 言】
两型，是湖南的绿色名片。
近年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引领，全省两型社会建设不断
走向深入，形成了以生态文明改
革和两型改革引领绿色发展并
带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
面。聚焦两型社会建设新进展、
新成就，我们约访相关专家，走
进两型现场，将陆续推出相关报
道，
敬请关注。

一江清水入洞庭。
一江清水入洞庭
。 童 迪 摄

两型社会建设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唐 婷

基本形成两型社会建设的新格局
迟福林认为，10 余年改革探索，湖南把两
型社会建设作为绿色崛起的新动力，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长株潭试验区从理念转变为规划，由
规划变成了实际行动，在多个领域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生态环境的变化。
”
迟福林回
忆起 2007 年到株洲调研时的情景：
“一到清水塘
老工业区，鼻子当时就有过敏反应，排水口五颜
六色，空气中味道很重。”10 多年里，迟福林多
次到株洲，
过去一眼望去，
城市全是大烟囱，
但现
在再看，已大不一样了。经过 10 余年的两型发
展，
株洲已经由一个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变成了
全国文明城市、
生态宜居城市、
旅游城市、
国家森
林城市、
园林城市、
卫生城市，
以及中国十大最具
投资价值城市和中国最佳营商环境十大城市。
株洲，
正是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两型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特征日趋
明显。”这是迟福林的第二个深刻感受。他认
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大趋势。从全国看，
尤其是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
下，产业结构升级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尽管
湖南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还面临一些新的
问题，但是两型产业、绿色产业加快发展的大趋
势正在形成。2018 年，湖南经济总量再创新
高 ，GDP 总 量 达 到 3.6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8%。一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另一方面不断扶持壮大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大规
模“破旧”与大手笔“立新”之后，湖南产业结构
逐渐“由重变轻”，绿色成为产能的主色调，产业
结构更加协调。过去 3 年，湖南省单位 GDP 能
耗年平均降幅达 5.8%，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
构正在改变。
“我相信，未来几年，适应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湖南产业格局会出现进一
步改变。
”迟福林说。
令迟福林感受最深的是“湖南形成了两型
社会的大环境”。
“10 多年里，我多次到长株潭
地区的学校听孩子们讲，到家庭听主人讲，到机
关听干部们讲，处处都在讲两型、实践两型。像
这样一种理念、一种文化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两型理念、两型文化从上到下落地生
根，十分难得。”迟福林认为，两型社会不仅要看
产业、看生态，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社会
文明、社会进步，也是一种社会幸福的重要反
映。形成建设两型社会的大环境，是意义十分
重大、影响十分深远的事，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要实践。
“比如，几年前我到株洲调研，看到
检察院把围墙拆了给社区做绿地，和社区连起
来，
就是一种理念上的实质性进步。
”

树立两型社会建设的新理念
国家发改委在评估报告中指出，长株潭两
型社会建设的实践，不仅带来看得见的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变化，也带来发展理念、生活生产方
式等看不见的深刻变化；不仅对当前湖南的转
型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为湖南的可持续发
展打下基础;不仅是湖南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
特色，
也是全国实践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行示范。
迟福林表示，10 余年来，湖南两型社会建
设的基本实践，在多方面超出当初设计的目
标。
“不仅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实践，也
是带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
”
譬如，以两型社会促进绿色转型。绿色发
展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特点。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迟福林认为，从
实践看，绿色发展在长株潭有重要体现，许多指
标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2017 年湖南省
单位 GDP 能耗比 2007 年下降 42.7%，森林覆盖
率由 2007 年的 56.1%提高到 59.68%，在全国处
于领先水平。
以两型社会促进创新驱动。从这些年湖南

回忆起 6 年前以国家综改试验区专家总结评估组组长的身份
来到湖南，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进行评估的情景，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记忆犹新。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资源
性产品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在那次评估中，这位多次为湖
南两型社会建设出谋划策的知名专家对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作出了
高度评价。

从 2007 年底受湖南省发改委邀请来湘做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的总体方案研究起，
迟福林与湖南两型社会结缘已经 10 多年。10 多
年来，
迟福林与他的同事就两型社会建设赴湖南调研不下 10 次。因
工作调研和学术交流，
迟福林更多次到访湖南，
他感慨，
每次都看到
新变化、
都有新感受。
“10 多年里，
我到过湖南许多两型家庭、
两型社
区、
两型企业、
两型机关，
不少试验、
案例让人感触。可以说，
两型社
会建设对湖南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突出
特点带动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迟福林认为，随着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进入第三阶段的关键时期，

磁浮列车驶过生态景观走廊。 辜鹏博 摄
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看，无论是科技、产业、社
会管理等多方面都在形成创新驱动的新格局。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创新综合实
力由 2012 年的全国第 15 位上升到第 11 位，科
技进步贡献率由 52.3%提高到 55%。应当说，
两型社会建设是促进全面创新的过程。
以两型社会促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两型
社会建设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也涉及到
文化、社会、行政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它既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又超出生态文明建
设的范围。迟福林指出，10 余年来，湖南把两
型社会建设作为试验区的抓手，先后推进多项
原创性改革，某些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经验。例如，两型标准
体系、两型示范创建、城乡环境同治等改革经验
已经上升为全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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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站在全国改革发展的全局考虑下一阶段的
两型社会建设。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突出特
点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应成为湖南下一步推进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个“重头戏”。
到 2020 年，湖南要完成两型社会建设综合
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率先建立完善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
创新。在迟福林看来，两型社会建设涉及到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构，但又不仅限于生态文
明。两型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
抓手，如何以两型社会建设为抓手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需要做深入系统研究。应当更清楚地
看到，两型社会的深入发展带动的是全面深化
改革，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转型的
集中体现。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
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迟福林建议，湖南
可以率先建立生态红线、环境产权、环境监管体
制等。
迟福林还指出，两型社会建设形成的某些
重要经验不仅对湖南，对中部甚至全国都有示
范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需求的发展，尤其是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特定背景下，长株潭两
型社会建设对体制机制创新产生了一些新的要
求，有些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破题。例如，在
长株潭实现三市统一的环保体制创新等。

中国动力谷，
“两型之谷”
李国斌
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一对不可调
和的矛盾。然而，走进株洲“中国动力谷”，仿
佛走进了风景区，没有飞扬的尘埃，没有刺鼻
的气味，车间高楼与蓝天碧水共舞，工业化的
激越旋律与花鸟虫草和谐共存。以“两型”为
魂，这里既呈现出一种淋漓尽致的现代工业之
美，也绽放出别致的自然生态之美。

科技创新城
株洲，这座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近年
来走过了艰难蜕变的历程。
由于工业结构及历史原因，几十年来，以
化工、冶炼、建材等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
结构，在造就株洲工业辉煌的同时，也带来了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
以两型改革试验为牵引，株洲加速淘汰落
后产能，全面打响清水塘搬迁改造攻坚战，全
力培育发展新动能，让产业“绿”了起来、强了
起来。加速崛起的“中国动力谷”更挺起了株
洲产业发展的脊梁。
株洲有着“动力之都”的美誉。有实力雄
厚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是我国最大的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此外
还有优势明显的通用航空装备产业，有后来居
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了大批科研机构和
创新人才。
几经酝酿，2016 年，株洲市委正式提出打
造“中国动力谷”的发展战略：以最先进的机车
牵引引擎、最强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
汽车动力引擎为核心助推器，着力打造以中国
轨道交通城、中南地区通用航空城、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城“三城”为支撑的“中国动力谷”
和未来的“世界动力谷”。
在推进轨道交通科技城建设上，株洲规划
布局了主机产业园、零部件产业园、新产业园、
IGBT 应用及电子产业园等 5 个产业园，集聚
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62 家，获
批全国唯一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发展试
点市”。不到 5 年时间，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总
产值从不到 100 亿元突破千亿大关，成为株洲
首个千亿产业集群。
在通用航空城建设上，株洲山河科技阿若
拉轻型运动飞机、飞虎无人直升机、罗特威直
升机整机下线并实现销售。航空产业企业 30

多家，
实现产值过百亿元。
在汽车产业城建设上，北京汽车株洲分公
司整车生产突破 50 万辆，中车时代电动具备
年生产新能源客车整车 1 万辆、动力系统总成
及关键零部件 2 万套的能力，打造了国内独一
无二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条。以北汽、时代
电动为骨干，集聚了 160 多家汽车整车、零部
件及机械加工企业，
年产值突破 200 亿元。

“两型”环境美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工业园区总是烟尘污
浊、臭味刺鼻的。然而，株洲动力谷的核心园
区之一栗雨工业园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少有
工厂的痕迹，蓝天白云下，园区大道宽阔整洁，
标准化厂房屹立两旁，一片片青草、一棵棵绿
树、一簇簇鲜花，将厂房围绕其中，一个绿色生
态园区灿烂呈现。
栗雨工业园是株洲天元区着力打造的“绿
色园区”，工业园坚持“生产方便、生活丰富、生
态优美”的“三生”协调理念，园内新、改、扩建
项目环保审批率达 100%。
走进栗雨工业园的中心区域栗雨休闲谷，
波光粼粼的湖面在眼前豁然展开。穿行于工业
园，
迎面而来的是茵茵绿草、
茂密树木和成群飞

株洲高新区
“中国动力谷
中国动力谷”
”
自主创新园。
自主创新园
。 徐 洋 摄

鸟。一排排闭合的生产车间，
隐于树木花草间。
栗雨休闲谷按照“节地、节水、节能、节材”
的原则建设，
如 200 亩的栗雨湖，
湖水来自天然
雨水和已经过处理的污水，利用其中的水生植
物，进行自然净化，湖里的水是循环流动的，每
天可以为园区节约自来水1万吨。谷内3600米
长的自行车道和游道铺装材料全部采用环保吸
水砖，
此材料为工业废料加工再利用，
可以有效
吸收雨水下渗到土层，
充分体现出两型的理念。
芦淞区是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生产
和交易基地，伴随着服饰产业的发展，洗水行
业不断扩张，共有洗水企业 37 家，年产值过 2
亿元，
日排污量在 1.5 万吨左右。
芦淞洗水工业园大力实施“三统两集”新
机制，全力打造“两型”洗水工业园区，实现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采用 PPP
模式，由株洲市国投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建设
了全省唯一的洗水工业园。一期用地面积
171 亩，总投资近 9 亿元，年洗水能力达 1.5 亿
件，日处理工业污水 2 万立方，工业污水 100%
处理，排放达到国家污水处理一级 A 标准，中
水回用率 50%以上，烟尘和 SO2 等污染物年排
放量可分别削减 1200 吨、1000 吨。
洗水工业园推广应用了资源循环利用等
4 大类 15 项清洁低碳技术。比如，在资源循环
利用技术应用方面，要求服饰、牛仔普洗用水
的中水使用率大于 50%。在节能与新能源技
术应用方面，明确要求洗水企业使用清洁低碳
能源，例如天然气锅炉，并采用烟气节能和冷
凝技术；洗水企业的生产设备采用先进的 PLC
和数据通信技术，使用高效节能、节水单元机；
在公共区域安装太阳能路灯照明，室内推广使
用高效节能灯。在绿色建筑技术应用方面，园
区绿建推广率在 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