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1 日， 对于宁乡金洲新区是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日子！

一块国字号“金”字招牌落此；一个激动人心
的授牌仪式在这片热土上举行！

金洲新区党委书记刘永红从科技部高新技术
及产业化司副司长胡世辉手中接过 “长沙国家节
能环保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匾牌，那荡
着金字的匾牌让 130 万宁乡儿女热血燃烧， 心跳
加速！

她， 预示成立短短 5 年的金洲新区已成为全
国唯一的国家级节能环保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她，标志着长沙“三区九园”开发区的“小满
弟”已跻身国家级平台的行列！

没有鼓乐喧嚣，没有爆竹冲天，甚至彩旗气球
……一切造势的喜庆元素不曾陈设。 在金洲新区
碧桂园凤凰酒店的大厅里， 滚落的是宁乡儿女的
喜泪，回荡的是创造奇迹者的激情。

出席挂牌仪式的科技部、 省科技厅的领导见
证了这个时刻；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明、 副市长何
寄华、市政协副主席陈立湘一同见证了这个时刻！

是的，5 年前，脚下的这片土地，还长满荒凉，
一穷二白，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国家高新产业平台，
与世界叫板的高端产品从这里集聚产出；

5 年前，这里不叫金洲，如今，这里频放长沙工
业增速的卫星，从 2007 年起，到 2010 年 ，工业产
值平均增长 175%，税收年均增长 122%，两大主要
经济指标连续 4 年翻番！

经济的黑马何以跨越？ 发展的机翼如何腾空？
嬗变的神奇怎样演绎？

在这丹桂飘香、硕果压枝的金秋，我们寻觅在
沩水河岸的这片热土上，以图追寻其轨迹，破译其
密码……

金洲大道 催生金洲新区

“沩水两岸分，东有一潭玉，西有一洲金。 ”作
为湘江的支流， 沩水河在千年历史的沉积中滋养
着金一般的土、玉一般的人。而依偎在沩水之东的
一条小溪，取名叫金洲湾。

早在三千多年前， 先祖们在这里留下了举世
瞩目的青铜国宝———四羊方尊，那个时代叫商。四
羊方尊，让这个被历史尘封之地，重新唤醒。

岁月更替，年轮运转，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
了号角铮鸣。新中国成立后，金洲湾成为全民乡属
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金洲的再生与亮出，缘于一条路。
宁乡，宁乡，安宁之乡。 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的宁乡，不再满足于田园诗般的安宁，拥抱长沙、
呼应长沙是宁乡发展之径，也是宁乡人思变之途。
2006 年，当长沙市推出“东提南进、西拓北聚、长望
融城、浏宁扩容”的发展路径时，宁乡人乘此东风，
敲响对接长沙的战鼓。

与县城遥相而过的长益高速公路、319 国道，
是宁乡融入省会的“天桥”，捅开高速公路壁垒，开
金洲互通。 宁乡人一次次上北京、赴香港，找高速
公路投资者，找省市领导，精诚所至，终于“芝麻开
门”。2007 年正月十五日，金洲互通竣工通车，从长
沙市政府到金洲，车程 24 公里，不到半小时！

金洲互通，这只是宁乡人对接长沙的序曲，大
戏还在后头！

2007 年 3 月 30 日，金洲互通竣工的第 27 天，
金洲大道的东线上，一幅“万马战犹酣”画卷抖开，
金洲大道建设之战打响。 从此，这里车水马龙，人
欢机笑，灯火通明。在长沙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2008 年 8 月 15 日，对接桐梓坡路 、总长 20
公里的金洲大道全线竣工通车！

金洲大道让宁乡有了进长沙的无费快车道，
宁乡接受省会长沙辐射不再有障碍。 金洲大道与
金洲互通的这片土地上，一个规划 55 平方公里的
新区被孕育、被催生而出。 这片土地取名金洲，那
一抹山水的金洲湾，去其“湾”，留下“金洲”。

其实， 早在金洲大道宏图还在宁乡决策者脑
海里酝酿、描绘之时，宁乡金洲新区的机构就已创
建。2006 年 3 月，新区管委会在县城建投办公楼的
3 楼开锣，一个新的产业园区在筚路蓝缕中拓出。

被历史尘封得太久了，这片待开发的土地，杂
草淹没人头， 道为羊肠小道， 入新区测量的建设
者，半年跑烂了 5 双鞋！

思变、思发展的宁乡决策者以“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气魄，举全县之力，开始了金洲新区的建设，
在年财政收入刚到 7 亿时， 投资 4 亿元修金洲互
通、修金洲大道。 如今，又投入 30 多亿元修起新区
“五纵五横”的路网，建设 50 公里的园区道路，新
区范围里的工业用地实现了七通：即供水、供电、
天然气、道路、排污、通讯、网络。

金洲新区成为长沙辐射湖南五分之三地区的
第一驿站， 两小时车程可以辐射湖南 “3+5 城市

群”，辐射周边 6000 万人口。
一条路，催生一个区。

金洲新区， 又焕发出这片古商之地尘封已久
的灵气。

金洲速度�引来龙盘虎踞

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决定企业的命运，也决
定一个新开发区的成败。 看金洲新区如何演绎经
济的“生死时速”。

三一重工的产业基地已装不下日益壮大的
企业， 三一欲向外扩张， 开辟汽车起重机建设基
地。 消息传来，已是 2008 年 2 月，人们正在新春佳
节喜庆之中，县委书记黎石秋、时任县委副书记周
敏等领导立马登门招商， 两个月后的 4 月 25 日，
三一重工正式签约落户金洲新区。

投资过百亿的“制造大王”落户“姗姗学步”的
金洲新区，是机遇，也是挑战。 第一期 1200 亩建设
用地要在 2 个月交付。 当时，正是拆迁新老政策交
替中，拆迁难题如山。 县长黎春秋亲自指挥，金洲
管委会、金洲镇、历经铺乡的主要领导率队登门入
户做工作，磨破嘴皮子解矛盾，硬是在 40 天时间
里完成腾地拆迁。 一年后， 一条全线长达 600 余
米、10 万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巍然屹立， 一条国内
同行业最长、工位数最多的总装线横空出世。

2010 年 7 月 2 日，温家宝总理在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的
陪同下，考察了三一宁乡产业园，并为中国首台千
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剪彩。

“金洲速度”与“三一品质”完美结合，仅仅一
年多， 令千吨级全路面可移动汽车起重机横空出
世。 它前脸如奔驰中的雄狮，伸缩臂长达 102 米，
可将 100 吨重物起吊至 80 米高度。 它的下线，打
破了国外大吨位汽车起重机垄断地位。

当千吨级汽车起重机缓缓开出金洲，走向欧、
美等 20 多个国家与地区，世界，再次注目三一，金
洲，也引来世界的聚光！

三一在宁乡产业园今年有望销售过 60 亿。 三
一集团副总裁、 三一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戚
建感慨地说：“选择金洲新区，就是选择了成功！ ”

今年 6 月 12 日，三一宁乡产业园又启动了第
三期投资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需用地 500 亩，
涉及拆迁户 50 户。 三一要求 7 月份完成腾地拆
迁，然而，金洲新区仅 12 天就与 50 户达成征地拆
迁协议，15 天完成拆迁工作，无一户强拆，无一例
上访，创下征地拆迁奇迹！

“金洲速度”，作为“宁乡速度”的再现，不仅由
于招商腾地的快捷， 还贯穿于新区行政效率的全
过程，弥漫于整个政务环境的每个角落。

“快，快，快；效率，效率，效率……”
在县委副书记吴石平、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贺

应辉、 县政协主席喻亚军等帮扶园区和企业的县
领导心中，在参与金洲新区建设者的脸上，传递给
人的都是这样一种信息！

星港床垫 2007 年 4 月与金洲新区签约入主，
当年 11 月就要投产，管委会一班子人硬“变魔术”
般让星港如愿以偿。 5 个月后，一片生产能力数亿
的厂房崛起，“中国驰名商标” 的床垫从这里走向
市场！

当地农民强揽工程，索、拿、卡、要成为落户企
业发展的 “梗阻”，这种现象 ，在中国大陆的开发
区，已司空见惯。 而金洲新区为保证“金洲速度”，
强拳出击惩治“中梗阻”，支持入园企业的建设工
程招投标。当地村民成立的土建公司，在园区承揽
业务，建设价格、建设速度均由管委会与当地政府
审核把关，索、拿、卡、要者设立黑名单，不得入园。

此举一出，园区的建设风清气正、顺风快帆！
金洲速度， 引得金洲新区凤至凰栖、 龙盘虎

踞。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

位———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落户金洲，中
国最大的废旧电池资源化桥接式循环演示基地和
废旧电池资源化清洁生产样板工厂诞生。 代表未
来朝阳产业的邦普一探头，果然，出手不凡，去年
一年实现销售收入 6 亿元，创税 2300 万元！

《铬锰钨系抗磨铸铁件》的国家标准制定负责
单位———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入主
金洲。 “红宇耐磨”，以一个小小的圆球，攻下一座
座坚固的顽石，因为它，比类似性能的产品降低生
产成本 30%以上。 “红宇耐磨”在征服世界的同时，
也给金洲新区创下一年上交税收 1700 万元的业
绩。 “红宇耐磨”的负责人说：“金洲是我们的一块
福地，我庆幸能和这样一群金洲人合作。 ”

作为世界 5 个掌握电镀铝浆生产技术的公司
之一的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公司，树脂包覆铝浆生
产技术世界排名第二。这样一个在国际上响当当的
民族品牌，2007 年从深圳落户金洲新区，短短 3 年，
3 次追加投资，最终将集团总部从深圳迁入金洲。

神塑科技有限公司 ，独
家举办中国塑料加工业协会
塑管专委会。 作为塑料行业
的领头羊，又与新奥燃气联手，生
产天然气管道设备！

还有地产巨头碧桂园、澜湾，
配电产业巨无霸 “长高高压电
器”，“中国纺织服装十大品牌” 之一的圣得西，
中国量具龙头……一批重量级企业鱼贯而入。

金洲热土�托起“两型”新城

2011 年 5 月 24 日，国家科技部的梯形会议室
内， 国家节能环保新材料生产基地评审大会在此
举行，20 多家参评单位排队依次入内汇报，20 多
位国内知名专家正襟危坐，举牌评分。

金洲新区第一个登台汇报，10 分钟的汇报，专
家们频频颔首称好。

震撼专家们的金洲新区那一串串硕果， 一个
个国内领衔的企业， 还有令人刮目的汇报者———
博士后张学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专业的博士
张学秋，吉林长春人，毕业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
博士后。 然而，来自宁乡“5127”人才风暴，让张学
秋放弃上海宝钢的工作，于 2010 年 8 月毅然来到
金洲新区，并将一家三口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宁乡。
张学秋，无言诠释金洲新区的魅力，也成为宁乡人
才的标杆。

如今，小小金洲新区已拥有博士、硕士等高素
质人才 1000 余人，更有来自全国 49 所高校、97 家
各类重点研究开发机构的技术支撑。 “红宇耐磨”
的门口，就挂着 4 块沉甸甸的牌子：清华大学教学
科研实践基地、中南大学研究生工作站、中南大学
博士工作站、中南大学抗磨材料研究所。

日前， 金洲新区已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家，省级技术中心 4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 家。
62 家投产企业形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光电信
息三大产业蛟龙，累计引进各类项目 105 个，引进
资金 436 亿元！

金洲新区，作为长沙工业园区的后起之秀，诞
生之初，就高规格描画，大手笔布局。 园区紧靠金
洲大道这根“金轴”，搭起交通的“快车道”，产业定
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和谐有序、协调发展，先
后建立“四不引进”，将“圈地嫌疑者”、有害环境的
项目挡在门外。

今年初，又有 4 个企业被清退出园。
金洲新区还推出提升土地效益新举： 创建恩

吉创业园，5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不再单独供地，一
律入创业园；项目选择以高科技、高效益、低能耗
为取舍标准；严格控制中小企业宿舍、办公楼等非
生产性建设用地，园区主导发展保障性住房；及时
调度项目开工率、竣工率、投产率和达产率，控制
企业盲目用地。

严格的环保标准， 园区核心区花园内没有一
根对天烟囱，没有一处污染源，“金山银山”与“绿
水青山”交相辉映。

为增加商业元素，聚集人气，金洲新区产城联
姻，双袖广舞。

碧桂园、澜湾等别墅、洋房、酒店、学校、商贸
城拔地而起，比肩林立，为高新产业的各类人才营
造了高品质的工作生活环境……

艳阳高照、 金风送爽的秋日， 漫步在金洲新
区，只见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一座座厂房掩映在
红花绿树丛中，一个个楼盘错落有致，一家家商场
琳琅满目……金洲，已蜕变成为一座“宜工、宜商、
宜居、宜游”的现代化“两型”新城。

金洲精神�再造幸福宁乡

诞生五载， 已嬗变为国家级产业平台的金洲
新区管委会，至今没有自己的“窝”，50 来号人马，
只能租用办公场所办公！

管委会的干部们去园区企业上门服务， 来回
得跑 20 公里路，车程需要半个小时！

由于“寄人篱下”，至今还没有挂自己的牌子！
园区成立 5 年，干部们直到今年，才有了自己

的“礼拜日 ”，还只休一天 ，名义上有了周末休息
日，但，主要领导们仍然没有这个概念。

不是作秀，是因为太忙。 在一个荒原里拓一片
产业新区，建一个工业新城，虽然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鼎力扶持，但没有外力，靠自己的双手，多
难！

在书记刘
永红、 主任廖
非平眼里，每天都有
“山头”要攻，每天都
有“险滩”要渡，恨不
得生出“三头六臂”。
因此，金洲新区管委
会作息表只能是“5+
2”，只能是“白+黑”。

有人算过 ，管委
会建个办公楼，几千
万也可建 ，但 ，金洲
新区决策者没有打这个算盘 ，没
掏这个腰包。 可是，为扶持红宇、
邦普的产业发展，今年初，管委会
一次发给产业扶持资金 2600 万
元，其中，邦普一家 1500 万元。

这些点点滴滴， 其中无不闪
烁着一种精神光彩，这个精神，是
金洲精神， 也是宁乡精神。 金洲
人、宁乡人以这种顽强拼搏、克己
奉献的精神，奋勇争先，再造幸福
宁乡。

早在创始之初， 金洲新区就
确立“创新、惠民 、共建”
的理念， 建设金洲新区，
就是要富裕宁乡百姓，再
造幸福宁乡。

“发展成果由群众共
享”， 金洲新区开发建设
始终将民生问题放在首
位， 结合开发区实际，着
眼于带动群众致富，维护
群众切身利益，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征地拆迁中，坚持“三公
开、三公示”制度，做到公开、公平、
公正，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在安置
区建设中，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建设，完善配套，营造良好
的居住环境；在设计时考虑到群众
在自住的基础上对外出租的需要；
在就业上，新区联合劳动部门开办
“失地农民技能培训班”，每年组织
上万人规模的企业招聘会，搭建本
地群众与园区企业的对接桥梁，共
有 3000 多人进入企业工作， 仅三
一就招聘本地群众 1000 余人 ，实
现了农民向工人角色的转变，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一部金洲新区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看到从山
水之湾到活力新城蝶变的精彩，从“金洲速度”到
“金洲形象”， 演绎这一蝶变的谜底， 是 “金洲精
神”。

现在，金洲新区通过金洲大道、长常高速、319
国道三条大动脉已经全面融入长沙，将来，京广复
线、长益城际铁路、石长铁路复线将进一步提升金
洲区位优势，“敢为人先” 的金洲人拥有更大的舞
台，到 2015 年，金洲新区将登上千亿产业台阶，完
成财政收入 40 亿元，在宁乡县域经济中，三分天
下有其一！

以“金洲精神”鼓起风帆的金洲人，从短短 5
年带给我们的嬗变中，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金洲人那个“建两型工业新城，造千
亿园区”的梦想必将成真！

沩水河畔一洲金
———看宁乡金洲新区如何崛起

文/ 陶小爱 周海鹏 邵宝胜

【四年成就】

四年来，金洲新区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400 多

亿元投资、百余项目落户金洲，建成区面积 11 平方公里，1000 余

户拆迁户住进新家。 2010 年底，新区投产企业 62 家，当年完成工

业产值 88 亿元，工商税收 2.2 亿元，税收已连续 4 年翻番，成为
宁乡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单位：亿元产值 税收 单位：亿元

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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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新区一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