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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顶层设计，谋划绿色发展
“路线图”

湖南制定的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总体方案》，确立了在全国率先建成两型社会示范区
的目标、明确了分“三个阶段”推进的步骤、提出了实
行“十大体制机制创新”和探索“六条新路子”的任
务；《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2008-2020）》，在试验
区 8448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划定 46%的禁止开发面积；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将长株潭三市
结合部 522.87 平方公里区域划定为生态绿心，禁止和限
制开发区面积高达 89%；省人大颁布的 《长株潭城市群
区域规划条例》，是全国第一个为两型社会建设保驾护
航的地方法规。一系列方案，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由长株
潭试验区向全省拓展，由“盆景”向“花园”转变。

2010 年 8 月，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建设两型
社会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目标，以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为基本途
径，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争做科学
发展排头兵”，对全省两型社会建设进一步作出了全面
部署。2012 年 4 月，湖南省委、省政府颁布实施 《绿色
湖南建设纲要》，覆盖全省的绿色战略规划体系与推进
机制全面形成。

建设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2015 年
11 月，湖南“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高
位置，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
绿色化“五化同步”作为发展路径，提出了加快绿色城市
与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绿色制造水平、发展绿色现代化农
业等战略任务，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全面完成长株潭
两型试验区第三阶段任务，两型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
在全国前列”。为了落实“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要求，围绕“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
率先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到 2020 年，初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16 年 5 月 12 日，在森林覆盖率达 67.7%的“林中之
城”郴州，徐守盛指出，绿色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绿
化，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变革，绿
色是导向、是路径，发展是根本、是目标，只有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绿色发展，才能打开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共建共生的发展新
视野、新局面。

三、坚持先行先试，下好绿色改革
“先手棋”

先行先试权，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最大的政策。为
放大这一政策效应，湖南抓住绿色改革这一“牛鼻子”，以
挂“高速挡”的劲头来抓改革，努力破解体制机制瓶颈制
约，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工业
准入退出提升、政府两型采购等为重点的十大改革取得
明显进展，绿色改革成为绿色发展的强劲引擎。

创新市场化环境保护与治理机制，使生态价值“更
高”。“谁多消耗、谁多买单”，2012 年 2 月，长沙率先打破

“一刀切”水费模式，全面推行阶梯水价，7月，居民生活用
电试行阶梯电价，12 月，长株潭三市试行居民阶梯气
价；“多排污就得多花钱”，用市场之手引导节能减排。
2011 年长株潭试点，2014 年扩展到湘江流域八市所有工
业企业，并先后批复成立省交易中心和 9 个交易所，累计
实施市场交易近 1000 次，收缴排污权有偿使用费、交易
金额均过亿元；启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和水权交易
试点，株洲等地把城镇“清扫权”推向市场，长沙磁悬浮轨
道交通进入全国 PPP 试点，湘潭采取 PPP 模式组建竹埠
港治理公司；出台《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
行办法》，上游超标排放或环境责任事故对下游赔偿，下
游对上游水质优于目标值补偿。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县
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变“要我保护”为“我要保护”，绿水
青山成为老百姓的幸福靠山。

创新产业进退与土地管理机制，使资源环境“更
优”。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近年先后否决达不到节能
环保要求的项目 500 多个；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对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666 家差别
电价政策企业中 654 家实现关停并转和产业技术升级，
74 家惩罚性电价企业中 28 家技改后达标、3 家关停转
产；强化两型需求导向，“十二五”全省两型采购超过

4800 亿元，拉动 9600 亿元社会需求；创新土地管理机
制，成功探索出农民安置、城市建设、开发园区、新农
村建设、道路建设等节地模式。

创新政绩考评与责任追究机制，使环保责任“更
重”。2013 年 8 月，湖南省组织工作会议疾呼：“要以科
学发展论英雄，但不能简单以 GDP 增长定升迁。”全
省根据 39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在长株潭试验区
率先试行绿色 GDP 评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在全
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两大考评体系中占比均在
30%以上，并在全国率先发布两型社会建设年度综合

“成绩单”；在全国率先出台《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规定（试行）》和《湖南省重大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
办法（试行）》，明确党政同责为核心的涵盖政府、企业、
公众“三位一体”的环保“责任清单”。同时，还率先对湘
江流域各级政府“一把手”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

四、坚持两型惠民，展开绿色治理
“攻坚战”

2014 年 6 月，徐守盛号召全省“向污染宣战”，打
好以湘江为重点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攻坚战，消除水污
染的“心腹之患”；打好以长株潭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消除大气污染的“心肺之患”；打好以土地
污染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消除土
壤污染的“心头之患”。

围绕水更清，打好水污染治理战。大力实施湘江保护
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专门颁布《〈湖南省湘江
保护条例〉实施方案》，将湘江污染防治工作逐年逐级分
解下达到湘江流域各县市区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湘江
流域八市市长向省长递交责任状。开展湘江两岸工业污
染场地、遗留废渣、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城镇污水截流和
规模畜禽养殖退出等重点污染治理，累计实施重点治理
项目 1422 个、淘汰关闭涉重金属污染企业 1018 家。五大
重点区域实行“一区一策”综合整治。湘江干流 500 米以
内年出栏 3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及 4558 口养殖网箱全部
退出，17个县市区明确规模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加强湖
泊和重点水源保护。通过治理，长株潭水环境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 100%，湘江流域重金属平均浓度逐年下降，湘江
干流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全省主要江河Ⅲ类
以上水质达到 96.9%。

围绕天更蓝，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战。构建联防联控
机制。制定长株潭城市群大气污染特护期联动响应工作
机制。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重污染天气预警预
报，PM2.5 实时监测和数据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强化排
放源头治理。开展城市建筑和道路扬尘治理及燃煤锅
炉、餐饮油烟整治。推进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仅
2014 年就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17.1 万台；大力加强护
绿增绿。在长株潭三市结合部创新性地设立绿心地区。
围绕湘江两岸的绿化和美化，建成长约 130 公里的湘江
风光带；持续不断加强全省林业建设，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59.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0 多个百分点。长株潭
三市及全省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比例大幅提升，2015
年全省无严重污染天气，14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
数为 284.3 天，占比 77.9%，与 2014 年相比，长株潭及
岳阳、常德、张家界等 6 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平均
达标天数比例上升 8.1%。

围绕地更净，打好土壤污染整治战。完成洞庭湖
区、衡阳盆地、湘江流域南部等 8.75 万平方公里地区调
查采样，继 2014 年在长株潭重点区域开展 170 万亩重
金属污染耕地的治理和种植结构调整试点的基础上，
2015 年将试点区域周边 43.15 万亩插花丘块和湘江流域
60.86 万亩耕地纳入试点范围；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衡阳、湘潭、郴州等市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为
平台，2013 年以来在全国率先发行 67 亿元重金属污染
治理专项债券，带动近 200 亿元投资；探索出“分户减
量、分散处理”和“以县为主、市级补贴、镇村分担、
农民自治”模式，被誉为“农村生活方式的一次深刻变
革”。2015 年，湖南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
省域覆盖唯一试点省份。

五、坚持科技支撑，开创绿色转型
新格局

湖南人深深懂得，要解决能源短缺、雾霾、重金属
污染、水污染等资源环境问题，只有坚持科技支撑，才
能开创绿色转型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对湖南
的深情叮嘱时刻回响在湖湘儿女的耳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企业要抓住机遇，不
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
牌创新”“以自主创新引领带动，坚持在发展中促转
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荟萃、学
科齐全、思想活跃、基础雄厚的优势，面向经济建设主
战场，面向民生建设大领域，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努力
形成更多更先进的创新成果”。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中，湖湘儿女思想上形成一条心、行动中形成一盘
棋：依靠全国第 27 位的人均可支配财力和全国第 17 位
的政府研发投入，取得了全国第 5 位的国家级科技奖
项 、 第 8 位 的 创 新 绩 效 和 第 10 位 的 综 合 创 新 能 力 ，
2015 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3.2%，创造
了全国瞩目的“自主创新湖南现象”。一大批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在全国首创的政府
两型采购有力地推进了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加强自主创新，让产业绿起来。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
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世界大面积亩产最高的超级杂
交稻、世界运行速度最快列车的牵引电传动系统、世界最
大功率六轴电力机车⋯⋯一系列世界领先、国内第一的
重大创新成果在湖南呈井喷式涌现，填补了空白，惊艳了
世界。科技创新让企业和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长沙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湘潭矿山装备等产业集群
依托核心关键技术，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同行业的佼佼者。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光伏装备、风电装备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其中环保产业产值达 1600 亿
元，位列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前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
均增长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通过推广减排技术和
设备，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明显提升。“十二五”时期，全省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用电量分别下降 15.4%和 21.9%，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12.6%。

开发推广“物尽其用”技术，让资源利用效率高起来。
长沙市通过推广餐厨垃圾生物处理技术，目前日均收集
处理餐厨废弃物 330 吨，从中提炼生物柴油，大中型餐馆
餐厨废弃物有效收集率超过 90%。株洲市采用先进的机
械炉排炉焚烧技术工艺，日处理生活垃圾 1500 吨，年可
节约标煤 30 多万吨。在推进垃圾“资源化”的同时，积极
完善城市矿产回收体系，汨罗循环工业园成为全国首批
30 个城市矿产示范建设基地之一；研发推广生物制剂处
理重金属废水技术，仅株洲冶炼厂每年就可回收 25 吨重

金属。固体废物梯级利用产业链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广，使
株洲清水塘几十年积累的巨量废渣有望在 5 年内全部利
用。再制造技术的研发推广使湖南再制造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长沙市获批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开发推广综合治污技术，让城乡环境美起来。针对火
电、钢铁、水泥等重点排放行业，启动大气治理重点项目，
全面推广普及先进脱硫脱硝除尘技术。针对公共交通大
气污染问题，推广绿色公共交通技术，长沙地铁 2 号线成
为全国首个绿色地铁样板，长株潭城区出租车已全部置
换为天然气或油气双燃料车；重点推广大中型沼气利用
工程、沼液沼渣利用处置、有机肥生产等技术，年产沼气
9.2 亿立方米，可节约标准煤 66 万吨，节约薪柴 330 多万
吨，相当于封山育林 800 多万亩；重点推广有色金属冶炼
废水分质回用集成、电化学深度处理、重金属废渣资源化
再利用等技术，工矿区废水治理得到强化，土壤修复全面
推开，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六、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这是一场示范普及、绿色共建的“大合唱”。在推进两
型社会建设中，湖南注重将两型标准化、具体化、普及化，
打造出一个个可见、易学的两型样本，激发每个社会主体
参与两型建设的积极性，成功把原本“高大上”的工作变
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事，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
良好格局——

制定标准，使两型创建行有所依。紧紧围绕“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两型社会”“怎样建设两型社会”，制定出台了
16 个两型标准、23 个节能减排标准、43 项两型地方标准，
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资源环境因素，细化成评价细则和
标准，成为实践的度量衡。

树立标杆，使两型创建学有榜样。高度重视两型社会
建设各领域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培育一系列鲜活
的范本，引导全社会学习两型、践行两型、建设两型。

宣传普及，使两型创建遍及城乡。着眼于价值观与行
为习惯的培养，从娃娃抓起，培育两型社会建设的基础力
量；以社区和家庭为重点，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开展多媒
介宣传，提高绿色文化普及程度，大力传播“两型为人人，
人人可两型”的理念，在全社会厚植两型文化。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当前和今后相当长
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洞庭湖历来是长江流域的

“生态之肾”，也是全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湖南正努力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生态文明建
设”主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徐守盛
告诫全省：“青山绿水是大自然对湖南的馈赠。巩固绿
色优势，留住绿色福利，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

湖南绿色发展时代已经来临。站在岳麓山下的长沙
橘子洲大桥上，凭栏望去，桥上车来车往，桥下百舸争
流，一种充满生机的绿色脉动，和着湘江古老而年轻的
涛声，伴随“五化同步”的前进脚步，一浪一浪地扩
展，奔向洞庭，奔向长江⋯⋯

本报讯 连日来，菲律宾“自导自演”的
南海仲裁案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多国政
党、政府和官员、专家学者表示，支持中国政
府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希望当事国通过双
边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不支持域外国家背后操
纵、干预南海问题的行为。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表示，南非共
产党对于南海形势的发展,以及国际上出现将
南海形势政治化这一令人担心的动向深表关
切。南非共产党敦促南海问题直接当事国通
过谈判协商方式和平解决有关争议，不让域
外国家通过制造或加剧冲突来推进其战略的
图谋得逞。南非共产党呼吁南海直接当事国
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维护南海及地区和
平与稳定。

柬埔寨外交部 7 月 9 日发表声明，再次重
申柬埔寨不支持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就南海问题
做出裁决这一立场。声明称，菲律宾的诉求是
请求常设仲裁法庭解决其与中国之间的争议，
这一程序并非关乎全体东盟成员国。柬埔寨将
不参与表达任何有关常设仲裁法庭就菲中南海
争议所做裁决的共同立场。

柬埔寨首相洪森 6 月曾就南海问题表态
称，不支持即将公布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呼
吁有关国家和平解决问题，要求域外国家停
止干预南海问题，并呼吁相关国家及关注南
海问题的国家停止在地区和国际会议上将该
问题作为交易筹码或以此相要挟，因为这已
导致近年来的地区和国际会议陷入分裂。柬
埔寨人民党反对任何由东盟发表的支持常设

仲裁法庭就南海争端所做裁定的声明，某些
域外国家在法庭作出裁定之前就开始幕后操
纵、迫使东盟国家作出该声明，人民党视之
为“政治阴谋”。

塞内加尔外长恩迪亚耶也公开表示，塞内
加尔支持中国和菲律宾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
议，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中菲此前曾就谈
判解决南海争议达成过共识。塞内加尔呼吁有
关国家遵守共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维
护南海和平与安全。

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杜在接
受 《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安全对
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印尼不希望诸如南海问题这类长期未能妥善解
决的问题演变成公开的矛盾或对抗。解决南海
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需要各方在遵守联合
国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进一步释放善意、加强对
话，求同存异解决争端，在不断扩大共识的同
时加快消除分歧。他认为，公开、透明的对话
是解决南海问题的重中之重。

韩 国 外 国 语 大 学 全 球 安 全 合 作 中 心 所
长、中国问题专家黄载皓日前在接受 《经济
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一直以来不参
与仲裁、不接受仲裁结果的立场是有依据的，
是菲律宾和越南首先挑起了事端。根本上讲，
中国是最迫切需要保障南海航行自由的国家，
因此中国没有理由破坏此前相对安稳的局面。
他认为，仅依靠国际仲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国际政治来化解。
强制的仲裁结果对于中国和菲律宾都没有好

处，当事国之间直接对话协商才是正确的解
决途径，军事冲突是解决问题过程中必须首
先要避免的方式。保障南海航行自由，和平
解决争端是韩国坚持的基本原则，韩国不希
望看到南海局势出现紧张。

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日前刊载文章指
出，美国不断拉拢亚洲国家孤立中国，但是
那些试图孤立中国的域外国家最终会断了自
己的后路。这篇题为 《美中印日在南海走向
摊牌？》 的文章中称，最近几个月南海军事活
动持续增加，这只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
势，无利于解决问题。解除对南海地区的军事
化理应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要实现这个
目标，中国应该澄清其在南海地区的权利主
张；日本和印度应该克制在该地区的行动；美
国应该停止现有的海军活动，包括停止具有
挑衅意味的南海自由巡航。总之，这些南海
地区的博弈者都应该停止目前的军事行动，
以免该地区产生更为严重的事端甚至冲突。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
席黄向墨在澳最大的财经报纸 《金融评论报》
上发表文章指出，澳大利亚明智地选择了抵制
来自美国的压力，迄今没有加入在中国和菲律
宾有领土争议的岛屿附近海域巡航。他认为，
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应该三思而后行。不假
思索的过激反应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并带来严重
后果。澳不介入中菲主权纠纷，不参与美国巡
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综合本报记者 蔡 淳 郭 凯 田 原 杨

明 张 伟 翁东辉报道）

国际社会支持我在南海问题立场表示——

单方面强制国际仲裁做法不可取

混淆是非的

﹃
仲裁

﹄
会让世界乱套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中国坚决反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

的立场，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与支持。不少专

家都认为，“南海仲裁”开了很坏的先例，不仅不利于和平

解决争端，还会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理应受到一切主持

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抵制。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是处

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时代再怎么变化，这些基本准则都

不能变。变了就丢了根本，伤了筋骨。国际仲裁是解决部分

国际争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如果违反这些基本准则、违反

国际法，不合程序，甚至混淆是非，就只会让世界乱套。在

“南海仲裁”问题上，就是这样。

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最早开发利用南海

诸岛，最早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辖。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海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菲律宾一意孤行，单方面请求提起并推进南海仲

裁案，妄图通过第三方非法仲裁把别人家的“院子”据为

己有，其实质是打着“国际法”的“幌子”侵犯一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可以想象，如果这种“仲裁”得逞，那就麻烦了，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其领土

都将随时面临被“仲裁”给其他国家的可能。

还要看到，根据国际法精神，如果没有获得争端当事

国明确同意，仲裁庭不能够处理相关仲裁。在领土主权和

海洋划界问题上，中国从来不接受任何诉诸第三方的争端

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领土

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

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 2006 年根据《公约》作出排除性声

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方面的争议排除在《公约》规定的第

三方争端解决程序之外。中菲两国从未就菲律宾所提仲裁

事项进行过谈判，菲律宾“一厢情愿”地推进“仲裁”，扭曲

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宗旨，完全违背了法治精神。

在“南海仲裁”闹剧中，还有一些大国远隔重洋对

南海问题说三道四，支持所谓的“仲裁”，公然违背了在

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要使南海问题

降温，当务之急是立刻停止推进仲裁程序的错误举动，

回到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正确

道路上来。只有双方面对面谈判，才能真正解决南海争

端，任何其他力量参与都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

难解。有关大国应遵守国际法，明辨是非，尊重事实，尊

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要开历史的“倒车”。否则，

“机关算尽”终将“一场空”。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中央提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8 年前，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两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坚持以绿色规划

为引领、绿色改革为动力、绿色治理为重点、绿色

转型为目标、绿色共建为依托，主动作为、先行先

试、成果斐然。当地发展状态、产业业态、经济质

态 、 环 境 生 态 以 及 干 部 群 众 心 态 都 发 生 了 积 极 变

化，初步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仔细研究，湖南推动绿色发展的基本经验值得借

鉴。一是打破观念束缚，自觉摒弃速度情结，不简单

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更不以牺牲绿水青山来

换取短期利益，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指导发展实践；

二是注重发展实效，将能否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

活环境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关键，努力使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让群众真正分享到发

展红利、绿色福利；三是紧抓关键环节，着力打造制

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将这场涉及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打实

地落地，使两型社会建设成为强劲的发展引擎和经济

增长新动能。

湖南还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增强人民群众节约意

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

气和社会氛围，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模式逐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生活习惯，形成两型

社会建设的“大合唱”，为推动绿色发展积聚了更为深

厚的内生动力。

探 索 绿 色 发 展 新 路 径
本报评论员

献 给 绿 色 的 赞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