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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规划

建设“长江新城”，以超前理念、世

界眼光，打造代表城市发展最高成

就的展示区、全球未来城市的样板

区。这是新一届市委谋划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全面开

启大武汉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大

举措。

今年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

了《关于加快长江新城规划建设的

建议案》， 并作为市政协今年的 1
号建议案。 按照市委的部署，今年

上半年，市政协承担了长江新城选

址的研究认证工作，并用较短的时

间，认真调研论证，较好地完成了

市委交办的这项重大任务。 7 月

17 日， 市政府召开长江新城新闻

发布会，正式公布长江新城选址。

7 月 25 日， 政协武汉市第十

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三

次会议，重点围绕“高标准推进长

江新城规划建设” 开展协商讨论，

吴大志等十余位市政协常委、委员

踊跃发言，分别从强力推进新城建

设机制创新、全面启动新城规划编

制、科学布局未来产业、建设“创新

智城”、推进绿色发展、广泛借鉴国

内外城市建设发展先进经验和教

训、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

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本期“议政与建言”刊发部分

委员发言摘要。

科学谋划百年大计 汇智聚力武汉大业

高标准推进长江新城规划建设

制定新城规划的
负面清单模式

市政协常委 香港泛亚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 刘兴达

新城规划不像其他科技产品，错误
的成果都可以回收再造， 其规划的成
果难以逆转。 建议制定长江新城规划
的负面清单模式， 我们只有跨过新旧
设计理念之间的断层，以人为本，尊重
自然， 新城建设才能实现质的改变与
飞跃。

负面清单模式可以包涵以下内容：
城市尺度失衡，缺乏街道文化，人与自
然不协调，不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城市
建设绅士化，城市建筑不协调，缺乏当
地文化的表现，缺乏讨论未来科技发展
的包容性等。

规划建设新城中
应注意处理好几个问题

市政协委员 武钢党委工作部
部长 朱永峰

长江新城的规划建设关系到代表
未来城市发展的最高成就和发展样板。
从这个战略定位上来看，新城在整体的
规划建设和谋篇布局中应坚持高标准、
高起点， 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
题：

应注意规划建设中的全域角度和
全球视野；应注意处理好新城建设中城
市功能的错位布局；应注意处理好长江
新城建设中的全产业链延伸布局。

将长江新城
打造成对外开放高地

市政协委员 武汉三牛中美中学
校长 范犇

以长江新城规划建设为契机，从思
想、交通、企业、人才、教育、文化六个方
面发力，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将长
江新城打造成对外开放高地。

“思想”进一步对外开放；“交通”进
一步对外开放，将新城真正建设成为国
际化交通枢纽；“企业” 进一步对外开
放，坚持双向发力，“引进来”与“走出
去”并重；“人才”进一步对外开放，探
索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教育” 进一步对外开放， 新建一批国
际化的大中小院校；“文化” 进一步对
外开放。

即席发言 >>>

规划建设长江新城是百年大计、 武汉大
业，必须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划、高质
量建设、高效率推进。

要大力宣传， 高度凝聚新城建设的社会
共识。同时要高点定位，科学确定新城建设的
目标愿景：创新要素汇聚的创新智城、宜居宜
业宜游的生态绿城、 对外开放活跃的国际友
城、安居乐业和谐的创富名城。

要谋定后动，精心编制新城发展规划。

抢抓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机遇， 把长
江新城规划纳入“1+3+3”城市总体规划进
行综合布局，并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规划进行有
机衔接， 科学确定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及
生态保护的形态和空间， 确保一张蓝图管
长远。

汇智聚力， 强力推进新城建设机制创
新。 成立强有力的工作推进机构，加强新城

规划建设的政策机制创新研究，建立新城建
设评估考核体系和新城建设重大项目库。根
据新城的发展目标、 功能定位和规划导向，
有序启动招商招智工作，注重对高端产业和
高效经济企业进行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和跨国公司， 建立区域性总部、
科技研发机构和贸易结算中心，引导全球行
业龙头企业与新城内企业开展技术、资产深
度合作。

高点定位 科学确定新城建设目标愿景
市政协常委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吴大志

长江新城规划编制工作要建立规划的长
效目标，要充分借鉴学习雄安新区模式，围绕
如何以世界眼光，高起点，长远谋划未来发展
来展开规划编制工作， 按照 30—50 年建设
期，融合多要素领域，制定发展愿景，进行全
面长远的发展计划，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
基本性的问题做思考、做考量、做设计，形成
未来整套行动方案， 以规划来建立长效目标

机制。
制定规划的主要任务，对标世界各新城案

例， 结合全球最前沿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建议充分分析谌家矶、武湖地区的区位、交通、
生态、地质和开发五个方面的主要优势，分别
从功能定位、生态容量、建设运营等三大方面
展开相关研究工作。 重点探讨生态、 智慧、人
文、产业四个方面内容，凸显生态特色，引入智

慧创新，彰显人文魅力，打造产业引擎，培育发
展代表未来经济新动能的产业模式。

构建规划的科学体系，分阶段开展“概念
定位研究———专项系统规划———总体城市设
计———分片区实施性规划”的规划编制工作。
强化规划的宣传力度， 如定期举办国际大师
规划主题论坛，加强公众参与等，让长江新城
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各界充分凝聚共识。

全面启动长江新城规划编制工作
市政协常委 市九三学社副主委 潘涛

长江新城的产业发展要坚持高端、 高效
和高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要着力未来城市
定位，聚力发展智慧经济、总部经济、生态经
济、共享经济“四大经济”。

充分挖掘武汉优势， 重点打造“六大产
业”：

科技创新产业，重点聚焦生命科学、人工
智能、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空天海洋等世界前

沿核心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 智能智慧产业，
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
地，重点发展智能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终
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船舶、智能家居等高端
智慧制造业；金融业，高标准建设区域性金融
中心、区域性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基金小镇
等金融平台，打造“金融产业集群”、“科技金融
示范区”，建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要素交易市

场集群”；现代物流业，建设面向长江全流域的
国家级航运交易所、区域性航运枢纽和航运交
易大市场，打造铁水公空多式联运的“国家级
航运物流枢纽”；高端商务业，突破性发展高端
商务服务业， 打造高端商务服务业集聚区，占
领服务经济高地；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国家级
文创与时尚产业示范区，打造全球持续领先的
集成创新与文化创意高地。

聚合全球高端资源 科学布局未来产业
市政协委员 湖北省长江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涛

“创新智城”是长江新城的“创新之城”、
“智慧之城”，是“产、城、人、智”四位一体，共
推城市发展的创新模式， 是引领长江新城发
展的核心和关键。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效信息化”，构建
长江新城大数据智慧平台， 基于智慧平台实
现高新产业、创新智城、高端人才等多方面的
智慧集聚，开启长江新城发展的全新模式。

推进产业经济的“全面智能化”。 大力
发展以大数据、 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引进和培
育一批影响力大、 带动能力强的智慧产业
和信息经济领军企业， 努力打造智慧产业
集聚发展的示范区域； 大力推进产业经济
领域的智慧应用，加快推进产业经济的“全
面智能化”。

推进城市发展的“创新智慧化”。 让“数
据”成为“开口说话”的创新资源，挖掘数据的
价值，全面推动城市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打
造知识创造分享区， 创建若干个国际性高新
技术研发中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知识
创新、技术创新、产业集成应用创新的发展模
式；搭建面向未来的智创平台，集中展示长江
新城创新发展成果的平台。

以建设“创新智城”引领长江新城发展
市政协常委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康玲

建设长江新城应强调“四个坚持”、着力
构建“四大体系”。

坚持保护优先，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城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体系。 准确把握底情，将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新城建设总体
规划；精心编制新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配套
编制好系列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规划。

坚持绿色发展， 构建低碳环保的新城绿

色产业体系。准确定位新城的产业发展方向，
建立产业准入门槛，分类处置现有产业。要严
格按照新城产业发展方向， 科学评估选址区
域内的现有产业， 将不符合新城功能定位的
产业有序转移出去。

坚持改革创新， 构建行之有效的新城生
态环保制度体系， 出台长江新城生态文明建
设指导意见、 长江新城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强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创新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 构建坚强有力的新城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推进体系。 建立专门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推进机构， 强力推进一批重大
环境治理工程， 加大新城选址区域环境治理
和生态保护的投入， 强化新城环境治理和生
态保护工作督查和绩效考核。

着力构建“四大体系” 打造生态绿城
市政协委员 武汉鸿迅立体停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淑琴

长江新城的规划建设应着眼长远，广泛借
鉴国内外城市建设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训， 在规
划建设、产业布局、运作机制等关键环节实现创
新突破，保障世界一流长江新城的建设发展。

规划建设应注重科学研判、超前规划、合
理开发，避免重蹈国内一些城市的覆辙，患上
人口无序聚集、 能源资源紧张、 生态环境恶

化、交通堵塞严重、房价居高不下为特征的大
城市病。

产业布局应注重差异化、特色化、集约化
发展。其产业定位应以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
创新创意产业为主导，着眼构建产业链、价值
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发挥带动、辐射作用。

运行机制应注重发挥政府、 市场和社会

的协同作用。 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创新建设运行机制与投融资模式。
新城的运作应以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为导
向， 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新城的开
发建设和投融资，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市场导向、学研依托、社会参与、契约纽带的
新城协同建设发展体系。

吸纳国内外城市先进经验 实现创新突破
市政协委员 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副总监 王立辉

长江新城的规划建设起点高、 投资规模
大、建设周期长，如何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
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 将成为新城稳步
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借鉴中央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先进理
念，结合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广州珠江等新
城建设投融资体制创新经验， 我市长江新城
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

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投
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长江新城建设。 应根据新城整体规划和
推进速度，做好新城建设配套的投融资规划，
建立长效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 准确把握各
个时间节点的资金需求、 资金缺口， 有选择
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投融资工作，确保资金的
高效实用， 形成新城建设和武汉主城发展互

支撑、共发展的良好局面。
具体有五个方面建议： 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努力用足用优政策红利；积极拓展融资渠
道，努力提升资金融入能力；新建长江新城投
融资平台, 努力筹措专项资金； 以项目为抓
手，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切实规范投融
资管理，努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做好投融资规划 建立长效稳定资金投入机制
市政协常委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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