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10年改革探索，硕
果累累。在早年间的一线调研中，张萍曾
目睹了长沙坪塘老工业基地、湘潭竹埠港
重化工区、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的严重污
染。这些年，这些地方相继完成整体“关停
并转”“退二进三”，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正如国家发改委在评估报告中指出
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不仅带来
了看得见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变化，也带
来发展理念、生产生活方式等看不见的变
化;不仅对当前湖南的转型发展有着重大
的影响和明显作用，也为未来湖南的可持
续发展打下了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不仅是
湖南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特色，也是全国
实践科学发展的先行示范。“现在回头来
看，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长株潭城市群为

全国绿色发展探索了一条路子。”张萍说。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长株

潭两型试验区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也在
增多。”张萍介绍，在长株潭两型试验区成立
之初，社会各界在认识上就存在“对立论”

“超前论”“无用论”以及“吃亏论”等错误思
想认识，但湖南省委、省政府顶住了各方压
力。长株潭试验区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后，
社会上又出现了试验区改革建设“边缘论”

“过时论”等新的思想误区，一些地方、一些
部门不同程度地出现“疲劳”现象，甚至片面
地认为，到了2020年国家批复的试验区改
革三个阶段就完成了，自然就交卷了。

“按照规划和国家的阶段性要求，试验
区改革到2020年就完成了。但要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全部‘两型化’，需要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努

力过程。”张萍建议，消除思想误区，修正疲
劳状态，稳步解决困难矛盾，精准对标“路
线图”和“任务书”，拓宽深化发展的思路举
措，真正把长株潭城市群打造成为名副其
实的湖南核心增长极，确保按时向国家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8 年 10 月 20 日，长株潭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首届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这是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新的标志性事件。长株
潭三市共同签署《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合作机制》《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行
动计划（2018-2019 年）》《长株潭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三个合作文件，
提出了新的“六个一体化”。

2019 年 11 月 10 日，长株潭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第二届联席会议在株洲召开。会
议签署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行动
计划(2019-2020年)》。未来一年，长株潭
三市将在规划编制、交通共建、产业协同发
展、环境治理等方面有大动作，给三地群众

生活带来改变。
“这意味着，长株潭一体化又将有新的

大提速。”张萍说，这一切，让他对长株潭的
未来更加充满信心。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产
物，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必会跟随时代
实现新的发展。

————访访““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首倡者首倡者、、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萍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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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走进韶山，呈现眼前的是一
幅生机盎然的两型图景。

2013年7月，韶山市提出“全域两型”的
发展理念，在综合片区内有序推进太阳能光
伏电站建设、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环境治
理、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等多项创建任务。

随后，“两型”示范创建在韶山次第铺开。
企业、家庭、学校、景区等纷纷加入其中。两
型理念旋即融入韶山人的工作生活中。

理念变成行动，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如今，韶山两型建设的花朵盛放，并结
出累累硕果，成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一
颗明珠。

家家户户一起来 两型生活创未来

“讲卫生，垃圾分类，不乱吐，房间一天
一小除，一季一大除。”韶山市清溪镇火车
站社区居民谭喜阳在家中显目位置贴上了

《家庭两型建设规则》。“两型建设是好事，
家庭成员都要遵守和践行这些家规家风。”

将两型写进家风家训，在韶山，谭喜阳
并非孤例。“家家户户一起来，两型生活创
未来。”火车站社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严
嫣介绍，随着韶山两型创建的推进，社区推
出更多接地气、贴近生活，又别有趣味的宣
传。两型知识抢答赛、两型文化宣传周，打
造“两型宣传示范一条街”，火车站社区两

型创建的氛围越来越浓。
在韶山市统筹安排下，火车站社区通

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整洁的社区环境和
良好的社区生态，建立各类奖励激励机制
促进“两型”建设常态化和制度化。社区也
荣获了省文明社区、省两型示范创建单位
等系列荣誉。

小手牵大手两型快步走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让两型理
念生根发芽。那又该如何让两型这颗发芽
的幼苗，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呢？

“将两型理念融入课堂。”韶山华润学校
副校长李玉介绍，目前，学校已经形成常规
性、持续性两型教学模式，各个学科都逐步
融入两型理念和元素，达到“教育一个小孩，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的效果。在
华润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两型主题月；有“两
型课堂”，让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两
型”；有“两型手抄报”、“两型标语”，让孩子
们为“两型”出谋划策；有“垃圾分类”、“光盘
行动”，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创两型。

韶山乡韶山村则建立“两型”夜校，每天
晚上开展两型教育。大到年近80的老党员，
小到幼儿园的学生，村民纷纷在晚饭后到村
部进行学习。同时，通过建设韶山两型示范
村展室，打造韶山市两型社会建设的集中展
示平台，让市民和游客到展室切身感受两型
氛围。

韶山还强化两型习惯养成。发挥两型
志愿者、文明劝导员、环保小卫士等人群的
示范、监督作用，通过提倡两型行为、制止
乱丢乱扔等不文明行为，在全社会培养两
型习惯。

蝶变：两型带来新风貌

又到周末，望着一波波客人远去的背
影，韶山市韶山乡黄田村村民章贤孝满足
地笑了。

“这些年村里变化太大了。”56 岁的章
贤孝是黄田村一家民宿老板，他告诉笔者，
黄田村原本是个交通不便的偏远村，村级
经济基础薄弱。“以前，村里垃圾没人管、没
有收，村容村貌脏乱差。”

伴着两型的“春风”，改变发生了。村干
道实现了亮化绿化，安装太阳能路灯，乡村
污水生态净化系统投入使用。古朴风雅的

德孝主题文化墙，与点缀在稻田果园间的乡
村民居相映成趣。黄田村被提名为“中国十
大美丽乡村”，成了韵味独特的景区。黄田
村村干部赵贱林说，“两型由一种理念变成
了村里的实际行动。”

“村庄美了，游客多了，百姓富了。”赵
贱林说，最近一两年，村里接待的游客量突
破了1万人次。

不单是在黄田村，两型给韶山带来的
改变随处可见。

韶山乡韶山村，太阳能路灯每年可节
电4.8万度，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可节约标准
煤55吨。

韶山风景区内，为了呵护景区生态，韶
山运行了交通换乘系统。进核心景区的车
辆，一律停泊在游客换乘中心，游客绿色出
行可做“多项选择题”，步行、骑行、坐环保
观光车均可。

两型，让韶山更美更净更宜居宜游。

韶 山：两型花开硕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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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长株潭圆梦长株潭

■ 张 斌

91岁的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萍每天
仍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尤其关注与长株
潭有关的新闻。

“我在新闻上看到，去年国家发改委在
全国推介长株潭两型试验区11个绿色发展
经验案例，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也进入

‘快车道’。特别令人振奋。”日前，这位已过
耄耋之年的老人接受笔者采访，回顾自己数
十年与长株潭城市群的不解之缘，心情十分
激动：“人们说我是‘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首
倡者，其实，我是圆了自己多年的长株潭梦。”

张萍认为，长株潭是中国城市群一体化
的先行者，在改革开放中走过这些年，用3个
关键词可以概括其地位：湖南经济发展的核
心增长极、我国中部崛起的支撑点、中西部发
展新的增长极。

1978年2月，张萍从湖南财贸学院调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为湖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大潮奔涌而至，一切都在发生
巨变。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
海四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这触发了张萍
的灵感：湖南该如何利用机遇加快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以城市为中
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逐步
形成网络。湖南没有大型和特大型的经济
中心城市，但有“长株潭城市群”。张萍思
考，长沙、株洲、湘潭这三座城市沿湘江中下
游自然形成一个“品”字形，两两相距不过
30—50公里，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联
系。如果三市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
以形成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
中心或增长极。

根据这种思考，1982年12月，张萍在湖
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以提案的形式提
出建议：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
来，构建一个集工业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
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经济中心，以此带动湖南全省城乡经
济的发展。这份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
赞同。

1983 年冬天至 1984 年春夏，张萍带领
所里“城市及经济区——长株潭区域经济研
究”课题组的10多位同事，用了约4个月的
时间，深入长株潭三市的主要部门和基层单
位调查研究，召开大小座谈会50多次，收集
了三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大量数据，200多
篇文字材料，400多个企业的卡片，积累了丰
富的第一手材料。

在此基础上，张萍向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省委、省
政府研究后，一致认为“这项建议可行”，决
定成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张萍主
持，并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经济技术协调会议
和三市市长联席会议等制度。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第一个内陆
省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这种以城市为中心和
依托建立经济区的思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
反响。但由于当时各方认识不一，长株潭一
体化工作一度被搁置。直到1997年，省委、
省政府作出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决定，
长株潭一体化由此迈出实质性步伐。”张萍
介绍。

此后，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提出
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打造区域经济
核心增长极，实施交通、电力、金融、信息和
环境5个专项规划，长株潭一体化不断提速。

2007 年 12 月，国家批准设立长株潭城
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长株潭城市群从此走上了以国家改革试验
为坐标的建设之路。“在我提出这项建议的
第25个年头，梦想终于成真。”谈及至此，张
萍感慨万千，兴奋不已。

1996年，张萍办理了离休手续。但离
休不是离开工作。他坦言，自己的喜怒哀
乐，早就同长株潭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了。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获批后，他感觉自己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2001年起，张萍带领团队参照博鳌
亚洲论坛的模式创办了长株潭经济论坛。
2007年试验区获批后，将论坛的主题重新
定位，为政府、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
了一个对话交流、共同探讨的平台。2009
年3月，开通了“两型社会”建设网。此外，每
年编辑出版以两型社会建设为主题的《长株
潭城市群蓝皮书·长株潭城群发展报告》。

“就这样，搭建起了服务于长株潭两型试验
区改革建设的三大平台。”张萍告诉笔者。

这些年来，张萍研究思考的领域一直
没离开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这个主题，向

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多个有关两型改革建
设的战略性建议报告。2009年，他提交了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全面启动突出低
碳科学跨越思考与建议的报告》，后来作为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
的总报告发表；2011年，提交了《关于数字
湖南建设实施云计算的建议报告》，建议启
动“两型”云工程，把长株潭建设成为国内
外有重要影响的云计算产业基地，构建云
服务平台；2012年，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
信息化与城市化全面融合 建设智能、绿
色、低碳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议报告》，第
一次提出新型城市化，实现信息化与城市
化的全面融合，走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的
道路。

2016 年，张萍还应《湖南日报》邀约，
就新常态下如何推进长株潭进一步提质、

转型、升级发展这一话题，撰写了对策建
言，建议长株潭加快智能转型绿色发展，在
经济转型升级和迈向中高端水平上走在全
国前列，并以此实现新崛起。

“2014 年，我们出版了《湖南两型大
典》，共300万字。我是这本书的两名主编
之一，是这本书出版的提出者和主持者。
全书共有 808 张图片，每一张图片编排都
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眼睛都看花了。”张萍
笑着说。

2018 年，他又花了近一年时间，收集
相关材料超过1000万字，主持编辑《长株
潭一体化三十五年文献选编》。“这是反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发展的个案实
录，具有历史意义。”张萍说。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份家国情怀，
有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直到现在，
只要不生病，张萍还保持着每周工作一定
时间的习惯。他说：“我还要干下去，初步
目标是干到95岁。趁精力还跟得上，我得
多为长株潭城市群做点事。”

伟人故里。 童 迪 摄

山水洲城山水洲城。。 韩清韩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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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梦想成真

高铁时代。 郭立亮 摄

“我还要干下去，多为长株潭做点事”

“对长株潭的未来充满信心”

自动化汽车生产线。 唐 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