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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一份从中南海飞出的文

件，让千里之外的楚沩大地沸腾了：
宁乡经开区获批升格为国家级经开区！
这是中西部第一个县办国家级经开区！

开发区，作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产物，从 1984 年在沿海城市设
立 14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开发区”，仿如一夜春风，吹开花千树。
据不完全统计， 各类开发区有 6000 余个， 而国家级开发区不足 300
家，其中国家级经开区 139 家。

国家级经开区，犹如“金字塔”上的塔尖，犹如皇冠上的明珠，也犹
如十年寒窗的“金榜题名”，它让人梦寐以求，又令人遥不可及！

从县级到国家级，那是一段“万里之遥”的征程，那是一路“会当凌

绝顶”的攀升。 然而，宁乡，是宁乡经开区，这个既无独特优势，又出世不
久的“小幺弟”，跑步跻进“国家队”，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家县办园区！

2010 年 11 月 11 日，这个宁乡经开区获批“国字号”的日子，对于
135 万宁乡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 2906 平方公里的楚沩大地，有着
异样的色彩。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震撼，这是一场激情与梦想的宣
泄！

为什么是宁乡？ 宁乡凭什么？ 两年过去了，这个追问始终盘旋在宁
乡的天空，也始终缠绕在宁乡人的心间！

也正是揣着这样的追问，记者在两年后的今天，一次又一次探寻在
宁乡经开区这片 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解开谜团。

是的，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必有玄机！

□ 陶小爱 尹翔 蒋华

———宁乡何以成就中西部首个县办国家级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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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宁 乡 经 开
区， 首先跳入眼帘的
是蓝天白云下那根高
高耸立的烟囱。 这根
环保烟囱， 撑起一座
60 平方公里的工业
新城， 在全省独一无
二！

机声隆隆， 浓烟
滚滚，是我省一些工业企业的一大景
观。 而当三年前湖南首家区域性热
电厂在宁乡经开区投产， 随着这根
近两百米之高的环保烟囱徐徐升
起， 区内企业那一根根冒黑烟的烟
囱纷纷倒地。 环保烟囱用石灰石炉
内脱硫，布袋除尘，从此，宁乡经开区
不见黑烟，不见灰尘，天蓝了，树绿了
……

集中供热，宁乡经开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历
经坎坷。 项目立项时， 因为热电这个新名词而被作为
“小火电”遭扼杀……

一根烟囱展特色，透过它，我们读到了宁乡经开区
的风采！

产业生态化，这是一个刚“热”起来的新理念，就在
不少发达地区，也只停留在概念上。 中部地区的宁乡经
开区却将其编制成资源生态、建设生态、产业生态、科
技生态、金融生态、政务生态、人才生态、社区生态八大
生态，环环相扣，疏而不漏。 在这张生态网中的宁乡经
开区，坐拥全国唯一的“食品工业示范区”、唯一的“全
国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园区”、“国家级再制造
示范基地”、湖南首批“两型示范园区”。

且看产业生态，宁乡经开区就已内成链外成环。
加加食品， 是宁乡经开区的龙头企业。 加加成为

“中国酱油第一股”已家喻户晓，而加加串起一串配套
企业，孕出一条产业链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与加加咫尺之遥的银腾塑印包装公司， 是加加元
老级 VIP 配套商， 在加加的羽翼下， 银腾由一个小作
坊，短短 10 余年，成长为年销售额达 1.5 亿元、硬件设
备为中南地区屈指可数的现代企业；

与加加第一个工厂相对而立的康达瓶业公司，靠
为加加生产酱油瓶起家。 当加加酱油瓶去年消费量超
过 2 亿只时，康达的年收入扶摇直上，突破一亿元；

承担着加加运输量 40%的龙运物流，由一辆“解放”
车起家，十几年打拼，运输车辆已摆成长龙，运输量仅今
年半年交纳的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就已过千万元！

由于加加的强势崛起， 与其配套的数十家企业也
逆势“飘红”，形成“风景这边独好”。 甚至，围绕加加制
品的废渣，相继诞生了生物肥料三大循环产业链。

再制造，循环经济巅峰产业，也在宁乡经开区含苞
绽放。

蓝田再生产业园内，堆积如山的废纸、废塑料在这
里再制造成新的工业用品，令人头痛的“白色污染”摇
身一变成“金元宝”。 这个今年 3 月份投产的企业，三年
后，产值将超过 2 亿元，税收有望突破 3000 万元！

协力液压这家国内最大的混凝土泵送主油缸生产
厂家，通过上再制造项目，让陈旧、废弃的机器焕发了
“第二次生命”，2011 年被国家发改委评定为专用液压
油缸再制造试点单位，今年 11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专
家组评审长沙（浏阳、宁乡）再制造示范基地时，重点考
察了协力液压的再制造项目， 并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滨士少将为首的专家组的高度肯定。

对于一个经济开发区，特色，是一种外在的形象，
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更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诞生于 2002 年的宁乡经开区， 已走过开发区风起
云涌、媚明艳妍的“良辰美景 ”，迟来后到者在大树参
天、 绿木成荫的开发区之林中如何寻得一方施展的空
间？ 宁乡经开区另辟蹊径，高位起跳，形成自己独特的
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之路。

在省内率先喊出招商引资“五不签”：投资规模少
于 3000 万元、亩均投资强度低于 150 万元的不签；有圈
地嫌疑的不签；年度内不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的不签；
项目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不签；缺少科技含量的不签。

宁缺毋滥，坚守执着，“五个不签”、“八大生态”造就
了宁乡经开区发展的独特生态环境和生态产业， 形成
了食品、机电、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

世界 500 强企业华润旗下的华润饮料，在全国 12 个
城市进行 300 余项指标考核测评后，落子宁乡经开区；

华夏第一炒———洽洽瓜子落户宁乡；
中国啤酒龙头老大青岛啤酒宁乡连投三大项目，

在宁乡经开区投资建设全国唯一新建厂房！

在宁乡金洲大道连接县城的广场上，
一头负重奋进的铜牛雕塑令人震撼心神！

铜牛双目圆睁，耸肩奋蹄，埋头耕耘！
这是宁乡经开区创建之初精心塑造

的。 它，成为宁乡经开区人的精神图腾，也
是宁乡经开区建设者的精神写照。

10 年前， 当宁乡经开区成立之时，办
公，靠从县委党校借来的几间墙体斑驳的
破旧房，一旦接待客商 ，还得到处 “打游
击”， 交通工具是县公安局一台淘汰的吉
普车，经常在泥泞的地上“抛锚罢工”，仅
有一条从火车站延伸出来的站前路，到处
泥泞不堪，水、电、气一片空白；

垦荒，在一片荒原上埋头耕耘，短短
10 年，一座规划 60 平方公里、建城区 20
平方公里的森林里的工业新城拔地而起。

垦荒、开拓，成为宁乡经开区的集体

动作， 成为宁乡经开区人共同的价值取
向，经开区园区报就叫《开拓者》。

垦荒牛、开拓者精神最富有，心灵永远
最年轻。 宁乡经开区第一任党工委书记、
主任， 现任长沙市国资委主任的郭立夫，
离开经开区 5 年之久，对于这里的一点一
滴，如数家珍，对于在经开区的只字片纸，
珍藏完好；机构升格前的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戴中亚是人们公认的“拼命三郎”，白天
紧张忙碌， 晚上散步还要绕着开发区转，
细读这里的一草一木， 放飞兴工强区之
梦。 经开区的人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忙不
赢，工作累，看看戴书记，你就会觉得你做
得还很不够；管委会主任陈海波从省市到
乡镇，在多个部门当过“开拓者”，他对比后
认为，宁乡经开区才是真正干事创业的地
方，高耸的塔吊，穿梭的车辆，如火如荼的

开发画卷，这就是他的自豪与满足；党工
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刘辉在《开拓者》报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如此感怀：承载着 130
万宁乡人“兴工强县”瑰丽梦想的经开区，
如此在肩的重任，即使面对强敌，要勇于
亮剑，面对心仪对象，则要勇于自荐。

七上青岛，成就青岛啤酒入驻；
中财项目，三天扭转乾坤，让擦肩而

过的项目失而复得；
五年的坚守，近 30 次的登门拜访，终

成善果， 皇室食品董事长缄默五年后，终
于一句“缘分已到”，携皇室、扭一扭、王老
吉、黑牛四个中国驰名商标落户经开区；

开拓大军，是一支虎狼之师！
锲而不舍赢得成功纵然精彩，尽心竭

力之后的失败同样令人感动。
2002 年， 台湾统一食品有意落户长

沙，消息不胫而走 ，一场不见硝烟的 “统
一”争夺战，在嗷嗷待哺的招商大军中展
开，不甘其后的宁乡经开区赴武汉，飞上
海，寻资源，探路径，到“统一”拜年，都成

为宁乡招商人每年必修功课。 八年的出
击，八年的坚守，终于迎来“统一”总裁的
到访。 似乎“统一”花落宁乡已指日可待，
只等合同挥笔与铁锹的音响了！

然而，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场面却定
格在四十公里外的市内园区。

原本， 宁乡人有足够的理由解释失
败，那里是省会长沙，是湘江之滨，是千吨
港码头。 但宁乡却找出自己八大失误，戴
中亚的一篇《八年一觉“统一”梦》，叹“再
多抚慰难掩统一梦碎之痛”， 成为宁乡招
商界的经典教材！

不张扬，不吆喝，开拓者的脾性。 宁乡
经开区晋升“国家级”两年了，没有庆典的
锣鼓，没有祝捷鞭炮，连横幅、标语这些喜
庆的元素也不曾见于宁乡任何地方，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个签约的项目，一幅幅项目
开工竣工的画面……

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耕耘，不息
的耕耘，铁犁后，是丰收的田野，垦荒牛，
给我们一座精神之山！

2011 年 12 月 17 日， 寒冬挟风拽雨直
扑江南大地，然而，寒冬阻碍不了宁乡经开
区发展的铿锵步伐。这天，30 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建设，总投资额达 82.9 亿元。 火热的
建设场面温暖寒冬。 参加开工典礼的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激情地说：“宁乡经
开区成为长株潭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
力量，成为‘四化两型’建设的生力军！ ”

半个月后的 2012 年 1 月 6 日， 经开
区再传捷报，加加股份在深交所中小板挂
牌上市。 宁乡经开区走出了“中国酱油第
一股”！

今年 10 月，华润饮料、小洋人乳业、绝
味食品三大品牌食品项目一齐开工，金秋
里又燃一把火！

金融危机，宏观调控，全球经济凄风苦
雨，宁乡经开区却风和日丽，喜讯频传。 一
块生机勃勃的热土，演绎一部部产业传奇
的大戏！

两年前的一个金秋之季，一段题为《中
国人 6 天就能盖出一座宾馆》 的视频在国
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频受关注。 这 3
分钟的视频用快镜头展示了一栋 15 层楼
拔地而起的过程。 短短十几天，视频积累
了 200 多万的点击量， 引起上千外国网友
的热评。

建楼，不稀奇，15 层，也不稀奇，稀奇

的是，盖好这栋大楼只用了 6 天时间。
建高楼大厦就像玩魔术、 小孩搭积木

般的简便，创造奇迹的就是落户宁乡经开
区的远大住工，中国住宅工业产业化大门
从这里开启！

说起远大落户宁乡经开区， 还有一个
小插曲。 两年前，远大住工送来一份报告，
要在宁乡征地建住宅小区。 经开区予以拒
绝，却呈上一份《住宅工业项目建议书》。戴
中亚找到远大总裁张跃，推心置腹谈住宅
工业未来、“蓝海”产业的走势、宁乡经开区
的产业环境。 张跃惊讶不已，喜遇知音。 半
个月后，长沙远大住工投资 10 亿元，规划
年产值 50 亿元的“住宅产业园、住宅示范
园”落户宁乡经开区！

2011 年 8 月 27 日， 远大住工打造的
蓝色港湾 （一期） 在宁乡经开区一开盘，
73374 平方米的住宅当天一抢而空！

远大住工的中国住宅工业产业化巨艨
就在宁乡经开区扬帆起航，千亿乃至万亿
住宅产业之梦终将圆在沩楚大地！

2010 年 7 月，烈日炎炎，温家宝总理
飞抵湖南察看防汛抗灾后，考察的湖南第
一家企业就是宁乡经开区的楚天科技，这
个中国制药装备行业龙头企业， 拥有 500
多项国家专利，10 项国家行业产品技术标
准。 这个让国务院总理流连、赞叹的企业，

10 年前还局促在长沙城南的一个七弯八
拐的小巷里，是在宁乡经开区这片热土上，
“破茧成碟”、“凤凰涅槃”，它向着全球最大
生物制药和针剂药物生产装备研发与制
造中心冲刺！

意大利马克菲尔， 这家有着 130 余年
历史，意大利马克菲尔集团在华投资的第
一家外资企业， 六年前落户宁乡经开区
时，占地仅 15 亩，产值几百万元，经过几年
发展，目前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新型支
挡材料企业。 2010 年 12 月，马克菲尔与园
区签订新投资合同， 计划新投资 1.5 亿元
人民币、用地 50 亩新建一个生态土木与环
境工程材料生产基地， 设计年产值可达 6
亿元，年税收贡献可突破 4000 万元。

日本东洋铝业 2010 年全资收购宁乡
本土企业吉唯信金属粉体公司，投资 1.5 亿
元， 建设年产 12000 吨的微细球形铝粉生
产线，设计产值 4 亿元，税收 3000 万元，拟

打造全球最大的微细球形铝粉生产基地。
法国乐福来这家专业从事法式火腿等

西式肉类制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 总投资
1.7 亿元人民币，年产 3 万吨肉制品，年产
值 5 亿元， 将使湖南人吃到优质的本地产
的法式火腿。

有 “神州高架第一泵” 美称的飞翼股
份， 由创业之初的模仿他人到自行研制开
发高性能高速铁路制梁泵， 一举占领全国
各大高速铁路输送泵市场。随后，又相继开
发煤机泵、清仓机、大型充填泵、风电变频
冷却器。 现又创建院士工作站！

环境创造奇迹，服务创造奇迹，奋斗创
造奇迹……宁乡经开区， 就这样崛起成一
个个“小巨人”，“小巨人”又竞抖风流。

宁乡经开区已聚集 346 家企业， 去年
实现工业产值 353.8 亿元， 连续 5 年年均
增幅 50%；今年可望实现产值 545 亿元，财
政收入突破 15 亿元。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宁乡经开区
以中西部第一家县办园区跻身 “国家
级”引来多少赞叹，又引发多少猜测！

让我们重温园区的申报之旅 ，或
许能寻觅某种玄机。

早在 2005 年， 当时的宁乡经开区
领导班子就提出了“省级园区争第一、
快步进入国家级”的战略口号，却被周
边社会人士乃至领导善意开着玩笑 ，
甚至连开发区内部都有人觉得梦想很
美，但难以成真。

2009 年， 一个招商干部敏锐地捕
捉到一个重要信息： 扬州经开区刚刚
获批国家级开发区， 这是国家级经开
区停止报批十年后的第一个 “幸运
儿”， 并向开发区领导呈交一份题为
《梦想之路，国家级园区》的报告。 然
而，沿海城市的扬州有 50 多家世界百
强企业入驻， 产值规模已近千亿元，
“小幺弟”的宁乡经开区能与扬州一比
吗？晋升“国家级”门从何入？ 晋级的标
准有哪些？ 带着一头雾水，宁乡经开区
主要领导亲赴扬州，再上北京，在商务
部的办公室， 用手机拍下那厚厚的图
标数据。

从北京回来， 已经是晚上 9 点多
了。 宁乡经开区的办公大楼，还灯火通
明。 管委会所有班子成员都等候在此，
晋级决策会连夜召开， 用手机拍下的
晋升条件、数据一条条跳入荧屏。

火热的讨论后，戴中亚一语定音：
“不管如何，先排队”。 6 位班子成员各
领任务，分兵把守。

会议开到 12 点， 人们从未如此兴
奋，就如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尤其兴奋
的是宁乡经开区近年来通过人才工程
引进的一帮年轻人，抓到了一个充分展
现自己专业特长和想象力的机会，眼睛
熬红了，滴点眼药水，肚子熬饿了，吃桶
泡面，身体熬倦了，伏案眯一会。

仅仅三天，从国土到环保，十多个
部门一百多组数据全部收齐， 仅仅五
天，县、市、省三级政府报告通过。

一周后，一份 101 页的“白皮书”已
抵达商务部， 商务部的工作人员惊讶
评道：“你们的材料可以做范本呐！ ”

2010 年 7 月温总理携发改委 、商
务部等中央部委考察宁乡经开区企
业， 让远在北京的国务院高层对于这
个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区标本有
了深入的解析，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然也赋予了更多期许，接下来，很多
部委的审批章子盖得更快了。

鲁劲松，北大博士，因宁乡“5127”
工程而招到宁乡经开区任主任助理，

他参加了经开区晋升“国家级”的全过
程，感叹地说：“晋级之旅，必须以生死
时速，方可‘抢关过隘’。 ”

一步抢先，步步尽占先机，而抢先
的背后，是一种和谐的合力，是一条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简朴之理。

现在， 宁乡经开区实现了机构升
格， 宁乡县委书记黎春秋兼任宁乡经
开区工委书记， 戴中亚升任管委会主
任。 这群“虎狼”之师，有了一个全新的
架构，拥有了全新的职能授权，正摩拳
擦掌， 期待着在全新的发展舞台上一
展身手。 在本文即将付刊之时，国内某
著名食品产业龙头企业月底将携 30
亿元投资宁乡经开区，打造产值 100 亿
元， 税收达到 20 亿元的中部新基地，
宁乡经开区基地的建设， 也将助推该
企业实现产值、市值、产能三项国内第
一的目标。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
一泻汪洋。

宁乡经开区，在新的起点上，又即
将抒写新的华美乐章！

本版图片由宁乡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