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強省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按照「兩型社會」
建設的要求，盡早啟動實施長株潭城市群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方案，力爭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土地管理、基礎設施共
建共享機制等重點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加快「兩型社會」重大項目建設
其中首要任務便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新五同」，即：交

通同網， 力形成三市立體交通網絡，加快武廣客運專線等
重大項目建設，啟動長沙城區軌道交通項目建設，加快長株
潭城際軌道交通、湘江長沙航電綜合樞紐等前期工作；能源
同體， 力改善三市能源結構，建設三市成品油、天然氣輸
送管道，推進新一輪城鄉電網改造，實現三市用電同網同
價；信息同享， 力推動三市統一信息平台建設，形成資源
共享、互聯互通的機制，實現三市城區通話同費，推進三市
廣電節目同步收看；生態同建， 力探索建立加強三市生態
保護的補償和融資機制、企業治污補貼機制和市場化的排污
收費機制；環境同治， 力促進節能減排，全面完成三市重
點企業治污和生活污水、垃圾處理等項目。
同時，以湘江生態經濟風光帶建設為重點，推進三市林業

生態一體化建設，重點建設城市綠化隔離帶，改善長株潭城
市居住環境，建設生態優美、環境宜居的城市群。大力推進
「兩型」產業為支撐的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湖南航天科技
工業城、航空工業城和臨空經濟區，推動三市在風電裝備、
工程機械、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領域的深層次合作，
實現集群化發展。圍繞把長株潭城市群建設成中部地區的物
流中心、文化中心和金融中心，重點建設長沙金霞、湘
潭九華等物流園區，大力發展會展、動
漫、創意、旅遊等產業。
湖南將通過努力，在短期內初

步建立起促進長株潭地區資
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建設的法規、標準體系，
政策支撐體系，指標評價
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和激
勵約束機制；資源生產率
大幅度提高，萬元GDP能
耗有較大幅度降低；污染物
排放總量實現控制目標，主要
水體水質有所提高，城市空氣質量
的到改善，農業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建
成一批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示範城市、園區、
企業、社區、鄉村。

加速新型城市化和區域協調發展
圍繞建設「兩型社會」，抓緊編制完成全省主體功能區建

設規劃，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建立健全區域協
作、互動機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新型城市化進程。
繼續實施「3+5」城市群戰略，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形成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城市發展格局。相比由9個城市
組成的武漢城市圈，長株潭顯然力量單薄，三市空間容量相
對狹小、整體競爭力不夠。在更大範圍內謀劃發展格局，是
湖南省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任務。於是早在2006年的湖南
省第九次黨代會上，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便明確提出，建設
「3＋5」城市群即以長沙、株洲、湘潭為中心，以1個半小時
通勤為半徑，包括岳陽、常德、益陽、婁底、衡陽在內的
「3＋5」城市群建設。

加快長株潭「3+5」城市群發展，是立足湖南省實際、順
應發展趨勢、切合現實需要的戰略選擇。長株潭經濟一體化
的核心問題是，怎樣形成實質性的經濟一體化，使城市群成
為經濟發展要素的聚集地和輻射地、載體、平台。據2005年
統計數據顯示，長株潭岳常益婁衡8市總面積9.86萬平方公
里，佔全省的45.8%；人口4019萬，佔全省的62.1%；GDP實

現4900億元，佔全省的75.7%。這些數據都顯示了8市發展成
為長株潭「3+5」城市群具備良好的基礎。
進一步加大湘西地區（含自治州、張家界、懷化及邵陽6

縣市、永州江華縣）開發力度， 力抓好第二輪175個省規
劃產業項目，重點抓好西部物流、湘窖酒業、貿源化工等科
技含量高、帶動力強的重大項目，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生態
建設、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發展。
依托湘南三市區位、資源、產業等優勢，打造湖南承接沿

海產業轉移的基地。抓住國家調整加工貿易政策以及國際、
沿海產業轉移的機遇，充分發揮湖南毗鄰粵港澳的區位優
勢，重點在湘南地區培育一批產業轉移和加工貿易基地，建
設湖南資源深加工的新型工業區。

七個一體化推進融城步伐
獲批「兩型社會」讓湖南人歡欣鼓舞，然而，這塊中國資

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試驗田究竟有何發展潛力？又該如
何「經營」呢？兩個多月來，無數專家們對長株潭城市群經
濟一體化發展政策進行了研究剖析，提出了長株潭區域經濟
一體化綜合政策體系，包括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政策、建設
環境友好型社會政策以及7個具體的一體化政策等。這是湖
南第一個系統研究「兩型社會」建設的成果，為長株潭城市
群「兩型社會」建設的全面啟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
據。
土地利用一體化：建立長株潭三市統一的土地利用調控機

制和政策體系；建立新型的土地評價機制，制定靈活的土地
利用方式調整政策；改革土地收益分配機制；完善土地市

場的政策法規；完善土地總體法律法規框
架。

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選擇基
礎設施共建的運作模式；構建
基礎設施共享的合作平台；
完善基礎設施的經營機制；
加速長株潭軌道交通建設的
立法建議。通過高標準規
劃、高起點建設、高水平管
理，形成佈局合理、快速便

捷，滿足長株潭城市群經濟發
展和社會進步需求的，與世界先

進水平相當的，現代化、智能化、人
性化的綜合基礎設施體系。

產業發展一體化：成立城市群產業協調常設機構，充
分發揮政府對產業一體化發展的主導作用；構建長株潭新
區，形成貫徹落實一體化規劃及城市群協調發展新機制的示
範效應；統籌規劃整合資源，重新審視、進一步打造長株潭
優勢產業集群及一體化產業鏈； 眼於更大區域產業體系的
合理分工，加強與周邊城市群產業的融合與競爭；以產業一
體化發展為目標，積極鼓勵和引導長株潭三市相關企業的跨
市併購重組；設立長株潭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組建長株潭產

業發展基金公司； 力構建完善的產業協調發展融資服務體
系；創新產業協會建設，為長株潭城市群產業的協調發展提
供交流平台；共同搭建長株潭產業發展及中小企業技術支持
服務平台，注重產業人才隊伍建設，為長株潭產業的協調發
展提供智力支持。
科技創新一體化：穩步增加科技投入；積極培育科技創新

主體；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營造創新的
和諧氛圍；把長株潭建設成為中部乃至全國重要的技術研發
基地、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基地。
城鄉發展一體化：通過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發展方式創

新，統籌建設城鄉產業、市場、科技、教育、生態以及基礎
設施等一體化體系，調整城鄉經濟結構，優化城鄉經濟佈
局，逐步實現城鄉的關係轉型與協調發展。將長株潭城市核
心區加外圍區建設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示範區，社會主義
新農村建設模範區。
財政、金融服務一體化：建立長株潭城市群改革專項基

金；優化長株潭地區稅種結構；加大財政對「兩型社會」建
設的支持；進一步推進長株潭金融一體化建設；以擴大直接
融資為重點，完善融資結構；增強金融企業服務能力；深入

開展金融安全區創建工作。
區域物流一體化：盡快統籌編制城市群物流業一體化發展

的整體規劃；設立長株潭國家級區域現代物流中心統一協調
機構；構建「政府統一規劃、園區負責管理、企業自主經營」
的園區經營管理機制； 力加強物流市場規則、物流服務體
系和物流信息化建設。

長株潭一體化25年終圓夢
2007年12月14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批准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對於長株潭乃至整個湖南都是個嶄
新的歷史起點，為了這一天的到來，長株潭人已經奮鬥了25
年之久。
在1982年12月舉行的湖南省政協四屆六次會議期間，現任

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研究會會長的張萍提交議案，建議「把長
沙、株洲、湘潭在經濟上聯結起來，逐步形成湖南的綜合經

濟中心」。這便是最早的「長株潭一體化」。然而，在經濟體
制改革剛剛起步的20世紀80年代初，「長株潭經濟區」的提
法在湖南這樣一個內陸省份，顯得過於超前，以至這一發展
理念長時間處於停頓狀態。
長株潭一體化的進程在停滯了10年之後，1997年再次踏上

征程。當年3月，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主持召開了長株
潭三市領導和省直有關部門領導參加的「長株潭座談會」。
之後，成立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協調領導小組，由時任省委副
書記的儲波擔任組長。與第一次由聯合開發大項目入手不
同，長株潭第二次的啟動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由「總體
規劃」啟動。
從1998年開始，湖南省計委牽頭提出了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的「五同規劃」，即交通同環、電力同網、金融同城、信息
共享、環境共治。並制定了《湘江生態經濟帶概念性規
劃》。2005年，《長株潭城市群區域發展規劃》出爐，這被認
為是長株潭一體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區域性規劃。在這
個過程中，長株潭產業一體化等規劃陸續出台。
經過多年的強力推動，長株潭一體化在一些領域再次取得

了突破。金融同城已經實現。以前三個城市由兩個電網覆
蓋，如今也實現了電力同網。在通訊方面，移動和聯通已取
消了長株潭之間的漫遊費。　
2006年6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向國家發改委遞交了關於在長

株潭地區設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申請。經過與眾多城市
的激烈競爭，長株潭最終於2007年12月14日獲批為全國資源
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王穎、李程）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

二○○八年三月十日（星期一）戊子年二月初三A49、56 特刊 責任編輯：朱其石　　版面設計：林潔瑜

湖南省政府新聞辦

香港文匯報 合編

■長豐獵豹汽車下線

■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長沙大學城遠眺

■中韓合資的LG曙光玻殼生產線

■電視湘軍享譽全國

■張家界雪景

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
年，也是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對實現今後5年的
奮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一要堅定信心完成全年工作目標。在

今年開局的前兩個月，湖南戰勝了歷史罕見的冰雪災害帶來的困難，
依然完成了既定目標，有些甚至超額完成任務，為2008年的發展奠定
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工業經濟發展態勢良好
為確保災後工業企業能夠迅速恢復生產，把工業經濟受災損失降到

最低，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全年既定目標任務不能變的要求。目
前，湖南省經委確定的100家重點工業企業已經全部恢復生產，全省工
業經濟發展態勢良好。
下一步，將按照「重災區損失輕災區補、前期損失後期補、主業損

失輔業補」的原則，努力處理好恢復生產、災後重建與突出重點、兼
顧全面的關係；恢復生產、災後重建與改善民生、保障安全的關係，
在全面做好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的同時，努力幫助受災工業企業
加緊恢復生產。力爭在3月20日前工業經濟全面恢復正常運行，一季度
工業經濟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長，全面完成全年的目標任務。
據悉，為確保工農業生產用電，今後將以電力生產和供應為重點，

加強電網搶修重建、電煤調運、電力生產。國家電網公司預計3月10日
左右基本完成搶修搶建任務，全面恢復電力供應。同時採取積極措
施，加強外省電煤的調運，力爭在迎峰度夏前全省主力火電廠電煤庫
存達到240萬噸以上。
隨 電力的恢復，湖南圓滿完成了今年春運工作，全省共發送旅客

8071.5萬人。其中公路發送旅客7235.8萬人，鐵路發送旅客663.8萬人。
同時，政府將積極為企業廣泛搭建融資平台，大力引進國內外金融

機構，加大直接融資力度，幫助一批企業通過上市融資、發行債券、
產權交易、吸引私募資金等方式拓寬融資渠道。針對中小企業融資
難，將進一步完善覆蓋全省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聯合人民銀行
開展金融機構支持湖南災後復產行動，向金融機構推薦一批復產難度
小、經濟效益好、市場前景廣闊的中小企業，並積極爭取國家和省市
財政及專項資金支持，幫助企業解決復產資金問題。

電力供應趕超同期水平
目前，湖南省電力供應已經達到正常供電水平的80%以上。按照國

家電網的計劃，3月10日左右，全省電力供應將回歸常態。
2月以來，湖南電網的負荷逐步回升。經過總人數達7.5萬人的國家

電網12個省份的電力職工和解放軍指戰員的奮力拚搏，湖南電網日用
電量達1.69億千瓦時，高於去年同期1.67億千瓦時的用電量；電網最高負荷為827萬千
瓦，接近於去年同期負荷值。
據介紹，在電網搶修過程中，國家電網採取了優先搶修主幹線、優先搶修重要聯

絡線、優先搶修電廠輸出線路、優先搶修重點企業輸入線路等措施。
同時，為確保生產物資和產成品運輸，交通運輸部門和相關企業進行了銜接，按

照有序安排運力，堅持「三優先」的原則，加強交通運輸綜合協調，上下聯動，抓
好鐵路、公路、水路等各種運輸方式的運力銜接和分流。「三優先」就是優先安排
鮮活物資和搶修建器材的運輸，優先安排電煤、重點企業產成品的運輸，優先安排
鋼煤、化工用煤、礦石等大宗生產資料的運輸，努力滿足企業生產銷售對交通運輸
的要求。
到目前為止，湖南電網重建取得重大進展：在湘保電大軍累計重建的110千伏以上

線路鐵塔超過1000座，修復500千伏線路9條、變電站6座，220千伏線路73條、變電站
27座，110千伏線路139條、變電站111座，35千伏線路263條、變電站222座，累計恢
復了24977個村、637.46萬戶的供電。2月28日，湖南電網最大日用電負荷為903萬千
瓦，比去年同期不降反增18.04％。在國家電網供電範圍內，100％的縣城和大中城市
都恢復了供電。

財稅收入大幅增長
2008年1月，湖南省完成財政收入139.66億元，同比增加44.96億元，增長47.47%，

增幅同比高出22.69個百分點，實現了開門紅，為完成全年既定任務提供
了較好的財力保障。
據了解，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主要得益於稅收收入增長較快，特別是

主體稅種保持了強勁增長勢頭。全口徑稅收收入（含地方收入中的稅收
收入、上劃中央「兩稅」、上劃所得稅三部分）120.42億元，同比增加
39.38億元，增長48.59%，增幅同比高出27.15個百分點。其中，地方一般
預算收入70.28億元，增加20.87億元，總量排全國14位，同比提高1位；
增長42.23%，增幅同比高出7.93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8個百分

點，排全國12位，同比提高8位。

旅遊市場全面啟動
擁有豐富旅遊資源的湖南旅遊市場欲借「奧運春風」再次發力，向建設旅遊強省

的目標邁進。
據相關部門統計，春節「黃金周」期間，湖南省接待旅遊者194萬人次，實現旅遊

收入9.76億元人民幣。在此期間由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飛抵張家界的航班
134架次，抵達的遊客近6000人。
據湖南省旅遊局副局長劉之明介紹，雪災過後被「凍壞」的景點設施目前已基本

恢復，各旅遊景點正以良好的狀態迎接境內外遊客。湖南旅遊今年將圍繞「奧運」
做足文章，開展一系列與奧運有關的旅遊活動。充分發揮「奧運冠軍之鄉」的優
勢，定期安排湘籍奧運冠軍、世界冠軍赴省內各知名旅遊景點與境內外遊客見面，
並考慮把這些奧運冠軍的成長基地納入全省旅遊線路，組織遊客前去參觀，使遊客
感受奧運冠軍成長歷程。

1.5億建高速高抗性服務區
湖南高速實業公司計劃投資1.5億元，對全省服務區（停車區）重新規劃設計、全

面升級改造，將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務區改造為能夠承擔起抗擊高速公路重大災害供
應保障與指揮所重任的重要基地，整個重建和改造升級工作於今年底以前完成。
據介紹，春節前，該公司便成立服務區災後重建和改造領導小組，拿出了重建、

改造的初步方案，決定分步完成對全省服務區的災後重建和升級改造工作。他們首
先對已經倒塌的加油棚一邊進行緊急修復，一邊在倒塌的加油站、汽修廠旁建立臨
時站棚，保障油品供應和車輛維修服務。
該公司還聘請有關專家在3－4月對全省高速公路服務區加油站棚及其他重要設施

進行全面檢測，該加固的要加固，該重建的要重建。該公司總結了在這次抗冰救災
工作中服務區的作用和工作經驗後認為，為了應對自然災害及重特大交通事故，在
重新完善已有的應急預案的同時，還要對湖南高速公路服務區進行適當擴充，新建
服務區要考慮其防冰凍、防地震等自然災害和承擔起高速公路遭遇緊急情況後的後
勤供應、旅客疏散及指揮中心的能力。

湖南中小學校順利開學
儘管湖南今年遭遇了歷史罕見的雨雪冰凍災害，但當地中小學生都不會因災情而

被迫輟學。湖南省教育廳制定了三項重點建設項目，確保無一人因災返貧而失學。
湖南省教育廳廳長張放平說，切實做好受災家庭學生的控流保學工作，確保無一

人因災返貧而失學，是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及學校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他表示，
為完成這一重要任務，湖南進一步完善與落實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
省政府決定，從今年春季學期起，全省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所需教科書和部分教輔資
料由政府統一採購，免費向學生發放，取消農村義務教育的課本費、作業本費和搭
餐費；同時全省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除學雜費。取消原來向城市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收取的限額收費項目、向跨縣市區就讀的學生收取的借讀費，鼓勵有條件的地
方提供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水平，進一步減少收費項目，切實減輕學生家庭教育負
擔。
目前，湖南正在積極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重災學校開學。在受災最為嚴重的郴

州，453所農村寄宿學校的用電問題已經得到保障，三個全毀的學校學生，已分散就
近安置到其他學校上學。最遲到今年秋季學期開學，湖南所有因災受損的學校將全
部恢復正常教學。
同時，為解決學校災後新增危房與安全管理問題，消除學校因災安全隱患，湖南

省教育廳正在組織各級各部門開展學校安全隱患排查，對因冰雪垮塌的禮堂等大跨
度建築，立即封閉停用；積極爭取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切
實加強校舍鑒定、水源檢測、交通安全、飲食衛生等方面工作，嚴防次生災害發
生。目前，該項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根據湖南省教育廳初步擬定的教育系統災後重建規劃方案，預計將投入3.5億元，

修復所有學校受損供電、供水設施，向1500所短期內不能恢復供電的鄉鎮學校提供
小型發點機組；投入1億元，重新裝備教學儀器設施設備，其中維修添置課桌椅12萬
套，教學儀器4萬台（件），圖書300萬冊。投入6.77億元，實施校舍維護重建工程，
其中維修損壞校舍122萬平方米，重建教學用房和食堂、禮堂40萬平方米，維修學校
圍牆、護坡等28萬米。 （李程、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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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長株潭獲批「兩型社會」試驗區，使得湖南人民的多年夙

願和期盼得以實現。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周強在今年的全省「兩會」

上指出，該省將突出建設一批重大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項目，使試點

工作邁出實質性步伐，盡快全面啟動「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

周強表示，國家批准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

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國家實施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佈局和重大舉措，

更是湖南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支點。湖南必將珍惜這一難得的重大發

展機遇，把試驗區建設成為實現富民強省的重要載體和發展平台，同

時為全國「兩型社會」積累經驗。

■公路立交四通八達

■長沙城市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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