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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铁西站规
划正式落子金星北
到长益复线的扩容，
从月亮岛景区的建
设到长郡月亮岛学
校增设校区，从正荣
财富广场到砂之船
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的开业， 这几年，可
以说是金星北的集
中爆发之年，我们共
同见证着金星北的
蝶变与崛起。
过岳麓大道，驱
车沿长沙西二环上金
星大道， 新华联、龙
湖、新力、绿城、金地、
大汉、 勤诚达……大
盘和别墅尽收眼底，
十余家品牌房企云集
于此，大展身手，随之
而来一片片高楼，耸
立道路两旁， 一派新
型现代都市景象。

从价格“洼地” 到价值“高地”
从“内陆县”逆袭成“省会新城区”，从
“价值洼地”翻身到“价值高地”，从一望无
际的农田发展为现代化的高楼林立， 伴随
着城市规划者的高瞻远瞩， 承载着无数人
的青春与梦想， 这里已飞速发展成为长沙
的又一新中心，它就是金星北板块。
以往，人们对金星北的印象，还停留在
长沙房价的“价格洼地”，整个片区的房价
多年在“六”字头徘徊，长年扮演着长沙房
价“拉低均价”的角色。 如今，翻开长沙地
图，金星北片区正处在湘江新区、望城、市
中心相向发展的最佳位置， 是三大区域的
接合部和桥头堡。 随着长沙西拓战略的实
施，特别是“滨水新城发展规划”的出台，这
个在十年前还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及未经开
发的自然风景的地方， 正凭借他宜居的环
境、良好的区位交通、日益成熟的配套，以
及高性价比优势， 被迅速赋予了崭新的生
活方式。
据易居克而瑞长沙机构数据统计显
示，2018 年金星北板块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达到了 22 万平方米，占望城区总成交面积
的 7%， 意味着望城区每卖出 100 套房，就
有 7 套在金星北。 金星北板块，已成为了长
沙市民置业安家的最热门板块和最具潜力
板块之一。

四大规划缔造新城新脉络
在更多业内人士眼里， 因为交通格局
改变带来的出行通达性、资源聚集性、商圈
辐射力的变化， 正在帮助金星北片区形成
全新格局。 总结金星北板块，从交通到配套
再到领先的教育资源， 金星北可以说占尽
先机。
根据长沙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
规划规划， 地铁四号线将把金星北纳入城
市 30 分钟生活圈。 除此之外， 长株潭、长
岳、长益常城际铁路和长沙高铁西站、金桥
站等交通枢纽已在金星北板块内布局。 其
中，作为河西唯一的高铁站，高铁西站将汇
集高铁、地铁、城际、有轨电车、磁悬浮、长
途汽车、城市公交等多样现代化交通。 这样
“七合一”的综合交通枢纽站，不仅在长沙
是唯一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在金星北板块高速快跑的美好蓝图
中，有这样一条不得不提到的“长益复线”
高速路。 这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对缓解长益
高速公路交通压力， 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
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益复
线”高速陪伴着金星北一路快跑，显现出金
星北板块的未来前景。
在教育资源方面， 仅在金星北路沿线
短短几公里的距离内， 汇集了包括长郡中
学，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星城实验小学
等多所名校。 名校教育资源吸引了众多长
沙购房者的目光。
在交通毛细血管纵横发展的同时，金
星北板块的综合配套也日益成熟。 2015
年 9 月， 长沙地区最大专业体育运动公
园——
—谷山体育公园正式开园；长沙市四
医院综合医院滨江新区分院、月亮岛旅游
文化园等公共基础设施也正在全力施工
建设中；“金星北沿江风光带”望城区“最
美滨江生态公园群”部分已然开放；正在
建设中的月亮岛景区，今后将打造“月亮
岛欢乐体育大世界”， 成为市民文化生态
体育大客厅，被列入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试点项目。
从撤县设区，到滨水新城，金星北的长
期价值受到越来越多认可。 望谷山、 迎滨
水，揽金星，拥月亮岛。 地产人的深耕专注，
金星北的无穷潜力，两者合一，将会是这块
长沙新中心发展最坚定的信心。
长沙，以星为名，而金星北将是长沙之
星。 正青春的金星北在发展，风乍起，别吹
皱这池春水。
文 / 克而瑞湖南区域

做到极致 就是颠覆
——
—专访湖南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波
匡秋明

这半年以来，傅波的朋友圈，俨然变
成了一个美食汇集地，隔三差五，总是能
看到他发自天南海北的试吃体验报告，俨
然一副美食家的模样。 但其实，美食并不
是傅波最大的爱好，为了他一手打造的新
华联梦想城餐饮业态的布局，为了引进最
有特色的餐饮品类，傅波和其高管团队分
成几个小组，将入围的餐饮品类几乎都亲
自体验了一番。 在
“
整个团队都快吃腻了”
之后，新华联梦想城餐饮业态的招商基本
敲定完成。
为了找到最契合梦想城经营理念的
品牌，为了保证后期运营效果，“吃”遍所
有的商家，这样做的团队并不多见。 但对
于傅波而言，做到极致，才可能营造“颠
覆”以往认知的场景。 而这，也是新华联梦
想城高调打出的“泛文旅综合体，颠覆传
统商业”的实现路径之一。
创新、颠覆、回归本质。
一眼看上去很是常见的三个热词，因
为傅波的重新解构，成为 140 万方体量的
新华联梦想城的构建基石。
创新和颠覆，与“商业的极致、儿童游
乐的极致、户型的极致”的“三个极致”交
融为一体： 积极创新是达成极致的方法，
一旦做到了极致，就可能呈现颠覆性的结
果；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坚守“回归本
质”的原则，傅波对此的解读是“做良民”
—抛弃急功近利的心态，遵循商业道德
——
和社会道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更
多人利益需求的长久经营之道。
上世纪 90 年代起， 新华联集团是全
国最早做房地产的企业， 上世纪 90 年代
在长沙做的第一个地产项目新华联家园，
当时就配备了暖气和 24 小时热水， 这一
超前的举动，也奠定了新华联集团极具前
瞻性的企业底色。 多年之后，新华联走出
湖南，发展成为一家跨行业发展的企业集
团之后重回故里，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就
已经开放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铜官窑
—新华联
古镇， 一个是泛文旅综合体——

梦想城。
“新华联重回湖南家乡发展的这两个
项目都是我前期发现的，并协助集团谈下
来的。 ”这是傅波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当
时，从事外贸行业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
他，正过着平稳而波澜不兴的生活，但是
因为女儿的诞生，傅波觉得，必须要改变
一下人生，不能
“
混”下去。
傅波投身到陌生的行业开始了人生
的新的历程， 这一次的改变也让他又一
次彻底
“颠覆”的自己的人生轨迹。
如今， 铜官窑古镇已经建成开业，开
局良好，特别国庆节人气火爆！ 而傅波则
以合伙人的身份，担任了湖南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新
华联梦想城的实际“操盘手”， 继续实践
“创新，颠覆，回归本质”的经营之道。
比如在“
商业的极致、 儿童游乐的极
致”中， 结合 40 万平方米的商业体
“
一核、
两轴、四街、六广场”的商业格局，打造了以
极致的儿童游乐为核心的商业矩阵。 四街
中的“文昌街”也将以小学为中心，打造成
为一条
“
教育街”，以儿童培训教育为主；斥
资 1000 万打造社区原创
“
梦象乐园”，是整
个华中地区最大的原创儿童成长乐园，和
室外儿童水上乐园、 儿童动漫乐园共同打
造专属儿童娱乐主题； 未来在新华联广场
MALL 内 2 万平方米室内水上乐园， 可以
24 小时全天候的全年运行， 将成为以儿童
为核心的家庭娱乐主题项目； 以此为延
展，配备了
“
亲子主题”的酒店； 围绕着
“儿
童游乐” 的核心， 在整个项目中来进行铺
排，互相呼应，补充，形成完整产业闭环。
“
全
家人可以住上一两天。 ”
除了儿童游乐之外，商业主题的运营
也有更丰富的规划：打造“网红打卡地”为
目标的“中国福文化”福街，将以互联网思
维来运营，实现线上互动线下体验； 还有
以展示湖湘文化，汇集老字号的梦想大道
……“体量大，功能全，业态新”是傅波对
这个
“
泛文旅综合体”的精准总结。
住宅以创新户型的极致为目标，做到
了纯板楼 2.5 超低容积率、以及 3 米层高，

加上“短进深，宽开间”的创新设计，住宅
产品在视野、通风采光、舒适性等方面都
大大高于周边产品的市场平均水平。 当初
为了追求户型的极致，傅波再一次带领设
计人员访遍了全国众多楼盘，并且把周边
楼边户型拿过来，一个一个比较，取长补
短，被业主称为
“神户型”。
旅行的目的是去见识自己生活的环
境以外未曾了解的事物。 随着商业模式不
断的创新，“泛文旅” 作为一个新思路，也
将是商业地产未来的探索方向之一。

新梦想的五个维度
傅波和他的新华联梦想城还有哪些
新的梦想？
谈理念：产品附加值总会在市场中得
到体现。 2016 年开盘以来，价格也是一路
看涨，甚至一度带动了所在片区价格洼地
的价值提升。 创新和颠覆赋予产品附加
值， 总会在市场上得到相应的价值体现，
这也是新华联所坚守的价值观。
谈战略：未来只聚焦商业，一般情况
下，不再单独开发住宅项目，我们正在省
内的各个市州， 积极寻找有极致 IP 的文
化旅游项目； 如果有好的纯商业项目，也
会继续在长沙拓展。
谈市场：未来还有 5—10 年的时间机
会窗口。 未来的市场的趋势，小开发商被
淘汰是必然的趋势，目前顶多有五年时间
可以调整，要么就转型，要么就实现差异
化竞争。
谈生活： 孩子和家庭是最宝贵的财
富。“我喜欢孩子，无论事业做得怎么样，
孩子和家庭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从时间上
有时候很难平衡，但是我会尽量做到晚上
回家吃饭，每个周末要有一天陪家人。 ”
谈行业：做人做事都要回归本质。 生
命有限，我给自己的规划是一辈子做好三
件事。 2013 年以前，我从事的国际贸易行
业，现在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退休以后，
我想从事教育行业。 不管进入哪一行，做
人做事都要回归本质，脚踏实地去做。 善
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终将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