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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6 日，在省、市各级
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肩负着湖南省
“两型社会”建设与娄底实践 “科学
发展，后发赶超”战略、推进“新型城
镇化、 新型工业化” 建设的重大使
命，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胜利
起航，迈开了创造“未来娄底城市新
形象”的铿锵步伐。

万宝新区是长株潭城市群 “两
型社会” 示范区建设十八个片区中
娄底水府片区的核心区与主要承载
区，也是娄底市委、市政府实现市区
“北扩南移”的重大举措，这块热土

正在崛起、充满希望，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台湾南良集团、中国物流
有限公司、 香港惠洋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等全国知名品牌企业竞相与新
区签约。 我们真诚感谢投资方的关
注与青睐， 也热忱欢迎更多的有识
之士和广大客商到新区来， 与我们
真诚携手，一同参与、一同见证一个
新型城市的发展，成就事业梦想，实
现人生价值。 我们将以最切实的理
念、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欢
迎您的到来。

万宝新区欢迎您！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位
于湖南省娄底市城区南面，拥有水
府庙湿地公园、涟水河、孙水河、永
昌河、仙女寨、尖山寨等自然风光
资源，生态优势得天独厚。

新区交通便捷。 沪昆高铁，湘
黔铁路与湘娄、益娄衡城轨贯穿东
西；安张衡、洛湛铁路畅达南北；益
娄衡、 长娄高速公路环区而行，上
瑞、 娄新高速与娄底大道穿区而
过；湘中大道、娄星南路、扶青南路
等城区道路缀连市区。

总体定位：区域性商贸物流中
心、 文化旅游休闲中心、“两型”新
材料产业基地。

产业布局：新区产业布局分万
宝新城组团与百亩组团两个组团。
万宝新城组团重点发展商贸物流、
现代服务、总部经济等产业，形成
“一核一园”的空间结构。 一核，指
以高铁南站为中心 4 平方公里的
商业核心区。 一园，是指以娄底大
道、松山街为骨干路网的现代物流
区。 百亩组团主要发展新材料产业
园与大宗工业产品、农产品和医药

物流园区。 仙女寨生态核心组团发
展文化、旅游、休闲产业。 农业示范
和休闲体验组团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休闲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

规划编制：新区坚持将顶层设
计作为“两型社会”建设战略的制
高点。 一是通过国际邀标确定法国
夏瓦纳设计公司完成了具有较高
水准的 28 平方公里万宝新城城市
概念性设计与 2 平方公里核心区
城市设计。 二是委托市规划设计院
编制完成了万宝新城、百亩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 三是邀请国内顶尖
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完成了
仙女寨生态组团的前期策划方案。
同时，分别委托铁三院进行沪昆客
专娄底南站站前地区修建性规划，
聘请湖南大学规划设计院编制湘
中国际汽贸城修建性规划。 此外，
万宝新城、百亩组团的路网规划设
计也已全面启动。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将
按 “一年启动 ，三年见效 ，五年成
型，十年基本建成”的战略目标实
现开发建设。

一、项目背景
位于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的仙女寨，风

光秀美，生态良好，人文气息浓郁。孙水河、永
昌河蜿蜒其中，仙女峰灵韵内含，山上天籁寺
终年香火不断， 与东面的国家级湿地保护
区—水府庙水库共同构成了山水相依的美好
图卷,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控制面积为 20 平方公里，规划

以孙水河为轴，形成“一廊四区”。
一廊，即孙水河十里山水画廊，四区，即：

湖湘文化体验区、户外森林运动区、水上休闲
游乐区和生态商务休闲区。

孙水河十里景观长廊包括：湿地公园、渔
人码头、星河天街、近水楼台、梦里水乡、水岸
花海、百舸争流。

湖湘文化体验区主要包括：湖湘公馆、水
府书院、湘公山居、湖湘文化源、湖湘民俗小
镇、养生谷、“3+5”城市群城际公馆、湖湘人文
生命涵养地。

户外森林运动区包括空中中心、 自驾车
营地、鸟语界等。

水上运动游乐区包括水寨天堂等。

生态商务休闲区包括：休闲商务总部基
地、4D 绿道公园。

三、投资及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为 50 亿元， 项目建设期为

2013-2020 年。 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 8 亿元，项目投资回收期 10 年。

四、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项目合作方必须是具有五

星级旅游景区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的
公司，或者是国际国内知名的景区管理公司
和旅游地产开发公司。

一、项目建设的背景
2010 年 12 月 22 日 ，娄底市委 、市政府

出台《关于支持娄底市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
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 2011 年底 ， 万宝
CBD 开发建设项目列入娄底市 “十二五 ”重

点建设项目，作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载体。

二、项目建设的优势
1、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项目所在城市

娄底是中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 湘黔、洛湛
铁路以及开工建设的沪昆高铁、 规划的安张
衡铁路、株娄城际轻轨、岳益娄衡城际轻轨在
此交会。 公路四通八达，上瑞高速、二广高速、
娄怀高速、已动工建设的益娄衡高速、娄长高
速途经娄底，207、320 国道以及涟溆、宁邵、娄
衡、娄湘四条省道贯通全区。 航运方面，涟水、
孙水两大水系贯穿全区。 东距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 1 个半小时车程,西距规划中的新化机场
50 分钟车程。

2、极佳的地段优势。 万宝 CBD 处于万宝
新城组团 28 平方公里的核心地段，项目地块
位于沪昆高铁娄底站广场以北，距娄底市委、
市政府不足 3.5 公里，距上瑞高速、娄新高速
出口 3.5 公里，距离市中心繁华商圈 6 公里以
内，项目建设基础成熟，是打造中央商务区的
绝版地块。

3、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 项目毗邻仙女
寨生态公园以及国家级湿地公园———水府庙
水库，居住环境优美。 周边一小时车程内有乡
间侯府———曾国藩故居， 伟人故里———韶山
毛泽东故居，世界级溶洞———梅山龙宫，国家
级森林公园———大熊山等诸多旅游景点 ，休
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4、巨大的发展远景。 娄底市“十二五”期间
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包括现代物流业、金
融业、商务服务业、服务外包、现代旅游业、商
贸流通业，计划到 2015 年，娄底市地区生产总
值将达 1600 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 150 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5 万元。 经济实力的不断
增强，社会环境的持续优化为建设万宝中央商

务区营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项目建设定位、规模和步骤
项目定位为集“金融、商业、酒店、办公、文

化、居住”为一体的城市中央商务区。 规划设计
将金融商务中心区、 超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地
下商业街、超五星级酒店、5A 智能写字楼、高级
精品住宅、新都市高尚公寓等诸多元素巧妙融
合。 着重引进、培育发展新兴第三产业，通过
提供良好的商务设施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
金融、贸易、投资、保险、证券、中介等高层次的
第三产业进驻，形成区域性的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和文化流的集散地。

项目一期计划建设 CBD 区域内基础设
施、中央景观绿轴和地下商业街、休闲公园、高
级精品住宅，建筑面积 110 万平方米，估算投
资约 35 亿元，2012-2016 年实施；二期建设超
五星级酒店、超大型购物广场，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估算投资约 25 亿元，2013-2017 年
实施；三期建设旅游配套中心、旅游会展中心、
金融商务中心区、5A 智能写字楼、新都市高尚
公寓，建筑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估算投资 40
亿元，2014-2020 年实施。

第一步，用 3-4 年时间营造 CBD 发展的
良好环境。第二步，用 5—8 年时间形成具娄底
副中心职能的中央商务区。 第三步，用 10—15
年时间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娄底市南部核心新
城。 初步估算，整个 CBD 开发建设总投资约
100 亿元，产出将达到 200 亿元以上。

四、招商计划
1、 诚邀国内外在城市商务和城市综合体

开发建设上有实力和经验的公司投资开发。
2、合作方式：要求开发商自持一定比例商

业物业并运营，引进一定数量符合要求的知名
品牌商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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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党委书记 罗孝贵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向乾勇

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
娄底未来城市新形象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总规划图。

一、项目建设背景
娄底城区已形成多处以小商品批发和

零售为主的专业市场， 万宝新区管委会经
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 结合湖南省商贸
流通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在新区建设一座
大型、综合配套服务功能的小商品城，符合
娄底市当前产业发展的需要。

娄底市“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
商贸服务业。 不断完善现有大型购物消费
中心商贸配套， 推动中心商圈从被动适应
消费需求转向主动引领消费潮流， 努力改
善消费环境，全力打造市场强市。

二、区域优势
到 2030 年，娄底市中心城区人口将达

到 100 万人。 娄底将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
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并靠近长沙、新化两

个机场。 已具备发展小商品贸易、物流、仓
储的“地利”条件。

三、市场潜力
2011 年至 2015 年娄底市批发业、零售

业交易额预测：

小商品交易额按 30%进行估算 ，至
2015 年， 娄底市的小商品交易市场预计将
达到 120 亿元。

四、建设选址与主要建设内容
娄底小商品城选址位于娄底大道 （潭

邵高速连接线）以东、沪昆高铁以南、南二

环以北、万宝大道以西，占地总面积约 600
亩,建筑总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 其中家电
百货城 19．9 万平方米，服装城 20．1 万平方
米，皮具箱包市场 21．7 万平方米，体育文化
用品市场批发城 14．74 万平方米，物流配送
仓储中心 8．65 万平方米，展示交易中心 2．7
万平方米 ， 第三方物流和电子商务中心
4．78 万平方米，配套住宅、餐饮美食、休闲

娱乐、酒店宾馆、金融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
商住建筑 1．3 万平方米。

五、总投资和效益分析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0.8 亿元 ， 项目

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4.8 亿元左右 ，
财务内部收益率 12.8%, 静态回收期约
6.84 年。

六、招商计划
1、合作方式：合资合作、控股、独资。

2、 具有不低于项目估算的投融资能
力， 其中企业的净资产应不低于项目估算
投资的 ３５％。

3、有市场开发和运营经验、有成功的
投资案例的企业优先。

4、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引进投资者
工作， 园区将对成功引入的优质投资商的
联系人进行奖励。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批发业（亿元） 37.39 43.75 51.19 59.89 70.07
零售业（亿元） 190.83 225.18 265.71 313.54 369.98
合计（亿元） 228.22 268.93 316.90 373.43 440.05

消费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一、项目选址和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于娄底大道（潭邵高速

连接线）以西，娄新高速以北，规划占
地 400 亩， 拟建设单层仓库 10 万平
方米，多层仓库 15 万平方米，综合大
楼 2 万平方米， 物流信息中心 1.8 万
平方米。

二、总投资和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约 4．97 亿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约 4．15 亿元，铺底流动资
金 8200 万元。 项目建成后，园区将实
现年消费品物流交易金额 20 亿元以
上，年营业收入 7000-9000 万元，项目
回收期为 8 年半。

三、前期工作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可研和立项工

作，现正在进行土地报批。
四、招商计划
1．合作方式：合资合作 、控股 、独

资。
2．具有不低于项目估算的投融资

能力， 其中企业的净资产应不低于项
目估算投资的 ３５％。

3．有市场开发和运营经验 、有成
功的投资案例的企业优先。

4．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引进投
资者工作， 园区将对成功引入的优质
投资商的联系人进行奖励。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娄底市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招商发展部 联系人：谢纬 易志高
联系电话：15073825858（谢） 15907384100（易） 0738-8116098
传真：0738—8288801 E-mail:wbxqzsfzb@163.com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大石山路 1 号

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城高铁站核心区
景观轴效果图。

台湾南良集团与湖南九龙集团合作投资的仙女寨悠活
五星级度假酒店效果图。

娄星南路孙水河大桥方案效果图。 主跨 75 米预应力
砼变截面 Y 型墩连续刚构。 .

高铁站场广场效果图。

向乾勇罗孝贵

仙女寨国际湖湘文化旅游区项目

万宝中央商务区项目

小商品城项目

版式设计 彭婷

（本版图片由娄底水府示范片万宝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