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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钟灵毓秀之地，湖南地
理几何中心，一座崛起于天赐丰
藏的城市———娄底，正迈着矫健
的步伐，昂首阔步在经济转型的
大道上，这颗璀璨的“湘中明珠”
闪烁着迷人的光辉。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选址国家级娄底经济技术开
发区，顺应国家商贸物流产业大
发展潮流 ， 借娄底城市南扩东
移、 东部新区建设发展之势，在
全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
力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大背景
之下应运而生。 娄底新合作湘中
国际物流园是湖南省 “十二五”
规划的十个省级重点物流园区
之一，是第七届中博会的省级重
点签约项目，也是娄底市的第一
个大型综合服务型物流产业园，
由央企中国供销集团投资兴建。
以 65 亿元总投资的恢弘手笔 ，
将 园 区 打 造 成 为 总 占 地 面 积
2400 亩、总建设面积 300 万平方
米的顶级商贸物流航母。 从此，
一个辐射中国中南地区的商贸
物流中心，一次全面提升娄底影

响力的城市升级运动，即将全面
起航。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雄踞水府国际新城核心区，东
临西阳生态公园， 南连湘阳街，
西接娄底技师学校， 北靠湘黔、
洛湛铁路。 周边规划有娄底市海
关 、交警两所一站 、汽车东站等
城市配套 ， 区域及交通优势明
显 ，长娄高速 、娄益衡高速等高
速干道环绕，已悄然融入环长沙
“1 小时经济圈”， 通过沪昆高铁
可融入长沙 “半小时经济圈”和
长三角 、 珠三角 “三小时经济
圈”。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距城市中心仅 3 公里 ，5 分钟
即享城市繁华、亲近城市精粹。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规划“七中心一小区一广场”：
多式联运中心、 物流信息中心、
建材陶瓷展示交易中心、工业品
及原料展示交易中心、五金机电
展示交易中心、家居家饰展示交
易中心、 主题卖场及会展中心、
生活服务配套小区、 商业广场。
结合娄底区位、交通、产业、市场
和内陆口岸优势，打造集仓储转
运、物流配送、商品展示交易、物
流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交易、行
政及生活服务配套为一体的立
足娄底 、面向湖南 、辐射中西部
的大型综合性商贸物流中心。

好风凭借力， 扬帆正当时。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自
启动以来， 得到了娄底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已将娄底新合
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列为娄底市
“十二五”四大标志性工程之一，
娄底商贸物流服务业发展的 1
号工程，娄底加快转型发展的示
范工程 ，娄底改善民生 、促进娄
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工
程。 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的建设有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
发展结构 、降低物流成本 、提升
商贸物流水平，拉动娄底经济增
长；有利于促进娄底东部新区的
开发建设和提升城镇化水平，促
进娄底融入 “3+5” 长株潭城市
群。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红星·美凯龙、 广铁集团湖南湘
通物流已与娄底新合作湘中国
际物流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麦德龙 、奥特莱斯 、恒运集团等
国际国内知名商家、商业联盟机
构纷至沓来，即将进驻娄底新合
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天空海阔 ，万象更新 ，俊采
星驰，光耀中南。 汇聚财富高地，
引领商业动态 ，300 万平方米商
贸综合体 ，超越城市梦想 ，娄底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与城市
一起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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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热娄底

———各界领导为项目助力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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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由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提供）

领导为物流园奠基。

红 星
美凯龙签
约新合作
物流园。

3 月 5 日，娄底市委书记龚武生主持召开湘
中国际物流园项目专题会，就项目立项、规划设
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合及报批等有关问题
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

龚武生强调， 湘中国际物流园是娄底市重
点引进的一个大项目、好项目，是娄底加快商贸
物流业发展的重点工程、一号工程，是娄底加快
转型发展的示范工程， 也是娄底加快产业发展
和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 项目方要按照 “高起
点、高标准、大手笔”的要求规划好、建设好，市
直各部门及娄底经开区要高度重视， 全力支持
项目的建设。

娄底市委副书记刘事青，市政协主席姚兵，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雷绍业，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周纯良，市领导杨云辉，市人大副
主任杨金含，副市长向世聪，市政协副主席谭怀
连、李德仁，市直有关单位、娄底经开区有关负
责同志共同为物流园建设排忧解难。

1、 娄底市委书记龚武生为项目主持
专题协调会

3 月 25 日，中国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康玉国
亲临参加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奠基仪
式， 并听取了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汇报。 他对湖南新合作湘中
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前阶段所做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中国供销集团已将
娄底湘中国际物流园列为重点支持项目， 娄底
项目公司要脚踏实地，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
的建设，把项目打造成集团的示范项目。

新合作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冯国光，集
团副总裁、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威，集团湖南区管理部
总经理柳才春等共同出席奠基仪式。

2、 中国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康玉国出席
奠基仪式

5 月 6 日晚，娄底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聂斌
全来公司现场召开主任办公会议，就如何加速
推进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建设进行专题研究。
聂斌全指出，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对于增加娄
底经济开发区经济总量、培育税源、改善就业、
促进工业发展、 繁荣经开区乃至娄底全市经
济，推动娄底城市东部新城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全区上下务必高度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消除杂念、形成合力，坚定不移地加速推
进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建设步伐，努力把该项
目建设成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的典范，建设成
物流行业的标杆工程。 7 月 18 日，聂斌全再次
主持召开加速推进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建设
调度会议，专题研究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土地
报批、征迁腾地、工程建设等相关工作。

3、 娄底经开区领导现场办公

5 月 15 日下午，娄底市委书记龚武生、娄
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易鹏飞再次召开湘中国际
物流园项目调度会，两位领导强调 ,湘中国际
物流园项目是与央企合作的省、 市重点项目，
是市委、市政府转方式、调结构、增财源，壮大
市域经济实力，推动和繁荣娄底经开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打造娄底生产性服
务业品牌的有利契机。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务
必高度统一思想，在积极争取上级有力支持的
同时，密切配合，鼎力支持，按照“急事即办、特
事特办、难事巧办” 的原则，为项目建设开辟
绿色通道，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见效，努力将项
目建设成为区域性示范物流园。办公会还对项
目有关土地供应、插花地处理、土地出让金返
还、规划审批等问题予以了明确。

会议明确市里由周纯良、 向世聪同志负
责，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有关困难
和问题。 重大事项提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出面协调。 湘中国际物流园要由娄底经开区、
市直各相关单位一把手亲自负责。 同时，市里
根据城市建设规划， 于 2014 年启动湘阳街吉
星路至大埠桥段的改造、 连接秀石街和秋浦
街、横跨涟水河的大桥建设和东内环迎春路至
乐坪大道的建设，以改善东部环境，促进东部
发展，确保湘中国际物流园建设快速推进。

4、 娄底市委书记龚武生、市长易鹏飞
再次为项目专题调度

5 月 24 日，娄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周纯良主持召开娄
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项目专题会议， 就如何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有关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 副市长石超刚、向世聪，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娄底经开区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6 月 21 日上午， 周纯良再次赴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
园项目建设现场办公，督查项目工作进展情况。 娄底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委书记梁立坚、 党委副书记廖卫中陪同并汇报介绍
项目建设情况。

周纯良指出，红星美凯龙、麦德龙等国内外品牌项目的引
进对于促进湘中国际物流园以及东部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要提前启动湘中国际物流园主题卖场土地报批、
插花地整合等工作， 确保红星美凯龙、 麦德龙能顺利入驻园
区。

5、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周纯良为项目召开专题会议

9 月 5 日， 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现场调研娄底新合作湘中
国际物流园项目进展。 集团公司副总裁、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
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威，湖南区管理部总经理
柳才春，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新合作湘中
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日平陪同调研。

郝彦领冒雨察看项目现场，认真听取了娄底项目公司工作
汇报，并仔细询问了项目有关征地、拆迁、土地挂牌等方面工作
进展，对娄底项目公司管理团队所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
求娄底项目公司一定要想方设法进一步加快推进项目工作进
度。

察看完现场后，郝彦领又风尘仆仆赴娄底经开区与管委会
主任聂斌全、副书记廖卫中、调研员兼项目指挥长蔡斌就项目
建设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沟通，重申了中国供销集团、新
合作集团对娄底项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6、 中国供销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现场指导

9 月 12 日，“现代商贸物流引领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红星·美
凯龙进驻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在娄底举行，省商务厅副
厅长吴宜彪、娄底市政协主席姚兵、市委副书记徐文龙、市委常委
周纯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向世聪、市政协副主席李德仁；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贺登才，湖南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朱翔，湖南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张龙发；红星·美凯龙党委书
记兼总裁蒋小忠、红星·美凯龙湖南区总经理许光达、红星·美凯
龙湖南区拓展部长谢国虹；中国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康玉国、新合
作集团董事长冯国光、新合作集团副总裁王永威、新合作集团湖
南区管理部总经理柳才春等领导和嘉宾出席。

红星·美凯龙入驻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标志着娄底红
星·美凯龙项目正式启动， 也标志着娄底建材家居行业开始迈入国
际化时代，必将推动娄底家居行业乃至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认为，娄底产业升级与结
构转型离不开商贸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项目的开发建设必将促进娄底商贸物流业迈入一个全新发展的时
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省政府顾问朱翔认为，娄底新合作湘中国际
物流园带来的不仅是娄底产业的升级，更是娄底整个城市生态环境
的极大改善。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张龙发也对项目的规
划及前景、对娄底发展的促进作用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7、 各界领导为红星·美凯龙签约物流园加油喝彩，
娄底物流业进入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