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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贵族媲美的八代传承

中国三千年传统文化延续到近代均是重
文轻商，无论是晋商还是微商，商号难以百年
传承。当我们近代正在闭关锁国之时，欧洲的
贵族们却发现了现代银行及金融体系、 私人
财产的契约精神等等， 并创新的寻找到经济
学规律以及财富传承。 例如《货币战争》一书
中描写的金融神秘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
历经八代 274 年的稳健传承。

湘潭林家铺子槟榔品牌可追溯到清代，
今天的掌门人林立新是第八代传人， 在湘潭
槟榔行业中人人皆知， 一直以来都是槟榔行
业的创新者和践行者。

谦虚和蔼的林立新告诉笔者， 与其他中
国百年老字号发展境况相比， 百年老字号林
家铺子显然有独到的发展思路。 大多数的中
国百年老字号认为，传承就是一成不变，所以
在新时代的消费者市场无法获得竞争力，大
多数人对百年老字号是感情很深， 但对购买
无动于衷。 因此， 林立新坚持百年传统秘制

“正宗、地道”，但也与时俱进倡导“绿色、健
康”，肩负着“做良心产品、做放心产品”的使
命。

槟榔告别小作坊的旧世代

1997 年接手林家铺子家业，林立新恪守
“林香十二道，百年风雨笑”的祖训宝典。但也
深刻洞悉湘潭槟榔危机四伏， 当时槟榔基本
都是小作坊，各家口味差别很大，安全缺乏标
准，每个品牌市场规模小。而林立新在系统的
现代企业管理学习中，看到了新加坡和香港、
台湾食品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运营
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给予他振兴湘潭槟榔产
业强烈的启发。 20 年风雨兼程，林立新先后
带领团队联合创办了三大槟榔生产基地，湘
潭湘滋味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楠竹山好吃食
品有限公司、邵阳市丑牛食品有限公司，公司
职工近 600 余人，完成了槟榔行业的规模化
经营的华丽升级。

最近林立新又计划在湘潭锰矿建立一个
占地 50 亩的生产基地， 而这一次林立新再
次创新槟榔行业， 学习泰国正大集团经营模
式，采取与当地政府联合办厂，既提升社会经
济又解决当地劳动就业过剩问题。

以创新和管理确保优质产品

“食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行业的几次食
品安全事故让林立新感到身上的重担和责

任。于是林立新从管理上大做文章，“严”字把
关，“实”字落锁。从选择基地、厂房建设、设施
设备，到选择员工、思想素质、身体健康等方
面进行严格筛选。 公司开展严格的培训与考
核，从来料质检、生产流程、配料检测、食品包
装、出场检查，每一步做到万无一失。

同时，林家铺子还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坚
持统一工艺标准、统一管理、差异化生产、差
异化营销，资源整合，跨界合作。

小槟榔，大市场，大智慧，大
思路运作

冬风瑟，细雨绵，低温侵袭整个湘楚大

地， 但一点也没影响到林家铺子涨潮的攻
势。 作为行业的佼佼者，林家铺子率先成为
首批登陆央视栏目的槟榔企业， 为打造品
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前，湘潭林家铺子
工厂前，十几台商务车一字排开，林立新宣
布将对全国优秀经销商进行汽车大奖励，
对于槟榔行业来说，这简直是大新闻。“我
们在做好自身产品的同时， 非常注重团队
的建设和培养，让更多有激情，有梦想的有
志青年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向
省内优秀企业中联中科、三一重工学习。 我
们还非常重视网络的推广， 这是一个网商
的时代，我们和多家网络媒体、视频网站都
已签定协议。 ”

风雨同舟打造铁桶渠道

槟榔行业渠道混乱、素质高低不一，大多
数厂商与经销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彼此较
劲斗法，甚至涸泽而渔。

林家铺子对待销售商的指导思想是“风
雨同舟，扶商经销”。 坚持定好点、选好人、定
好价、学好方法、定好制度，执行落地。厂家对
销售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制定日常管理规则，
如有违章，以一罚百，并撤销销售网点。 对有
经营场所、投资困难的代理商给予支持；对销
售大户按季度、按年度评优，给予大型奖励。

林家铺子成立了湖南、华东、华南、长江
以北四个大区，并组建了 20 多支销售队伍，
团队年轻，集聚各行业精英，富有激情，梯队
化建设， 统一培训管理。 目前全国已经有近
100 个经销商，10 多万个终端销售网点。 林
立新说，“林家铺子能走到今天， 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结果，感恩老祖宗留下的优良家业，感
恩全国经销商的同舟共济， 感恩消费者朋友
们的信赖与支持， 我们林家铺子槟榔会再接
再厉，与时俱进，引领创新，为大家带来更好
的作品。 ”

问：龙县长你好，据我们所
知，双峰是一个农业县，城镇化
基础比较差，然而这些年双峰的
城镇化发展速度却很快，城镇建
设规模也很大。 双峰县委、县政
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答：不错，双峰是一个农业
大县，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国家
重点建设项目， 县城没有铁路，
也没有大江大河，城镇建设基础
较差。以前县城的城区面积仅有
3 平方公里， 要推进新型城镇
化，困难很多。 从 2000 年开始，
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对此进行了
很多探索，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首先是从宏观上、政策上高度重
视，始终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发展
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其次
是进行高层设计、 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 2003 年，当时县里就邀
请省里有关部门和高校的专家
对县城的发展格局进行了总体
设计和规划，当时规划的县城规
模是 19 平方公里。到目前，县城
城区实际建设面积已达 16 平方
公里。 近两年， 本届政府投入
3000 多万元， 再次聘请北京和
上海的顶级设计专家对县城进
行了重新规划，现在的县城规划
面积达 40 平方公里， 扩大了县
城的发展空间，科学调整了发展
方向和发展格局。

问：县城城区面积以前仅有
3 平方公里， 现在已达 16 平方
公里，10 年间扩大了 5 倍多。 对
此， 县里是怎样进行顶层设计、
整体规划的？

答：我们将整个县城规划为
几大板块，着力打造几个不同的
功能区。譬如在城西建设工业园

区，大力引进工业企业，进行产
业推动； 以新行政中心为核心，
打造行政办公区；以曾国藩文化
公园及艺芳新城为中心，打造文
化艺术和商业金融区；以湄水河
风光带为轴线， 建设沿河生态
区；以体育中心、双峰一中新校
区、 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为核
心，打造县城文教卫区；以复兴
路、天青街、城南为重点，稳步推
进老城区改造。同时，搭建“五纵
四横”城市主骨架，不断完善城
市路网，连接新老城区；引进民
间资本，打造城市节点；整合城
市资源，提升城市人气。

问：据了解，双峰作为一个
农业县，财力比较薄弱，全县每
年财政收入只有 5 亿多元，而全
县每年城市建设资金投入就高
达 6 亿元。 县里是如何有效筹措
这些城建资金的？

答：一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城镇化建设，先后引进战略投资
商投资建设绕城线（即现在的蔡
和森大道）、艺芳新城、曾国藩文
化公园、体育中心等城市建设重
点项目； 二是加强与银行合作，
打造融资平台，争取信贷资金支
持；三是创新管理手段，科学经
营城市资产，以经营的理念推进
城市建设，确保城市资产的保值
增值。

问：我们了解到，龙县长主
抓城建工作多年，在新型城镇化
方面有很多独到的想法和见解，
能否请你谈一谈关于城镇化的
观点？

答：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城
镇化，重点在县一级，县一级的
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推
进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发展
规律，不能头脑发热，造成大量
的空城，造成资源浪费；城镇化
也不是单一的搞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创造就业，发展经济。 城镇
化既要保留农村原有的比较好
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又要着
重发展医疗、教育、文化、娱乐、
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等，使城
镇化成为一种比农村生活方式
更便捷、更丰富、更舒适、更有幸
福感的全新的生活方式。

问： 对下一步的城建工作，
龙县长有什么思路和设想？

答：我认为，城镇化应该统
筹兼顾，科学管理，量力而行，有
序发展。要正确统筹城市建设规
模与可承受能力的关系，保持城
市建设的有序和可持续性。要坚
持科学管理、科学决策、依法依
规按程序办事，降低城市建设成
本，减少城市建设浪费。 要克服
贪大求洋、片面追求速度的做法
和倾向，实现量力而行、突出重
点、有保有压、节俭建城。 今年及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把握好城
市建设节奏， 适当放缓建设速
度，在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注重
城市生态、增加城市就业等方面
做好工作。 对双峰的城镇化，我
们充满信心。

问：谢谢龙县长！

2010 年， 湖南湾田置业有限公司与
双峰县政府开展战略合作， 投资 10 亿
元，在县城开发建设高端商住项目———湾
田·艺芳新城， 并首度将最先进物业形
态———HOPSCA 引入双峰， 为双峰带来
了全新的奢华人居理念。

湖南湾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湾
田置业）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注册资本
金 6000 万元。 其母公司湾田集团拥有贵
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湾田集团
有限公司、云南湾田煤业有限公司等三大
集团，下辖 11 家煤矿、5 家房地产开发公
司、3 家物业管理公司等 33 家子公司,集
团净资产 60 亿元。 其中，湖南湾田集团

在长沙、娄底、双峰、新邵、湘潭等均有大
体量的地产项目。 2012 年，公司荣获湖南
杰出地产品牌 15 强的称号。

湾田·艺芳新城总建筑面积约 60 万
平方米，分三期开发。 一期项目“艺芳新
城·上苑”共 22 栋房源，目前已基本建成，
预计年底实现 85%的交房率。该项目采取
坡地园林景观设计， 小区内部拥有 900
平方米四季恒温泳池、 殿堂级入户大堂、
3.6 米架空层等奢华配套。 户型大多采取
明厨明卫明厅的南北通透的纯板式户型
结构设计，不仅保障居住所需的通风采光
日照，还附赠大飘窗、大阳台、空中花园和
入户花园，增加户型赠送面积。 二期工程

“和苑”正在规划开发中，以 22 栋超高层
纯板式豪宅引领双峰地产市场，其中 8 栋
与 16 栋正在全城热售。

湾田置业始终以项目提升城市价值
为己任， 力求打造双峰最好的人居环境、
最顶级的商业业态、 最优良的社区环境、
最便捷的交通环境、 最核心的人文资源、
最贴心的物业服务，倾力打造双峰的样板
街、样板社区。 2013 年，该公司还与政府
签订协议，计划投资 1500 万元，由政府
在项目一期东侧建设一所省级示范性完
全公立小学———湾田学校， 届时湾田·艺
芳新城小区业主的子女均享有优先就读
权。 未来几年， 公司将持续投入近 20 亿
元，把“艺芳新城”建成双峰集政治经济商
业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地标性城市综合体。

湾田项目的强力入驻，打造了双峰房
地产标杆， 显著拉升了双峰的城镇化水
平。

（李建辉 肖舜民 彭丽娥 方慧）

探索槟榔产业可持续发展

李建辉 肖舜民

中伟集团：房企领跑双峰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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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拉升双峰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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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场规模近 300 亿元的槟榔
产业， 在互联网经济与创新经济的
历史浪潮中大隐隐于世。 而槟榔，一
个原本产自海南却茂盛于湖南的巨
大产业， 成就了湘潭中国槟榔之城
美誉。 近百年的槟榔商战之中，几大
家族世经沉浮， 大浪淘沙，“林家铺
子”槟榔也是几经风雨，但还持续发
展至今，实属不易，如今已成为槟榔
之城湘潭的扛鼎品牌。

中伟·世纪城南区位于繁华的和森大道旁。 李建辉 摄

中伟·世纪城精心规划的商住一体现代化社区。
李建辉 摄

大型房企助力县城建设

中伟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
集团，旗下包括中伟科技、中伟地产、中伟建设、中
伟投资等核心产业，下辖多家子集团及近二十家子
公司；集团及旗下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资产规模
近 10 亿元， 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

中伟地产集团属于中伟集团的重要业务板块，
主要从事一级土地开发，以及城市住宅、商业综合
体、酒店、写字楼的开发等，足迹遍布湖南、贵州等
省的多个市州，已建和在建项目的总建筑面积达到
130 余万平方米。 中伟集团致力于改善人们的居住
和生活环境，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用行动来实
践“责任中伟，百年中伟”的企业责任。 它以独特的
建筑规划、 高端的人居品质和完善的周边配套，赢
得了市场，赢得了好口碑。

2011 年， 中伟集团控股双峰县房地产企业华
建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双峰县政府的招商引
资，正式进驻双峰县房地产市场，参与双峰县城的
开发建设。 在双峰县新县政府办公楼东面、蔡和森
大道与曾国藩大道两条城市主干道的交会处，中伟
集团拍下了这块黄金宝地，开发了“中伟·世纪城”
高端综合住宅小区项目。同时，该集团还开发了“世
纪金街”商铺项目，为双峰县的城市建设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示范小区打造高端品牌

“中伟·世纪城”项目位于双峰县新城的最中心
位置，交通四通八达。北面是人民医院，东临政府规
划中的绍塘公园，西南面是神龙大酒店、国藩文化
广场以及重点学校国藩学校；西面与新县政府办公
楼仅一路之隔，未来将会有县公安局、法院、劳动
局、交通局、地税局、煤炭局、国税局等近十个县级
行政单位在此集结，这里将不但是双峰县的行政中
心，而且是双峰县城人气最旺的“黄金码头”，升值
前景不可限量。

“中伟·世纪城”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30 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 100 多亩，分为南北两个地块，花园
式多层建筑的南区已经完成交房，大型中央花园高
层建筑的北区也已完成主体工程，进入配套工程的
扫尾阶段，正在完善园林景观、绿化、管网等配套设
施。 北区项目由 7 栋高层围合而成，是双峰位置最
好、楼间距最宽、中心湖景花园最大、交房最快的花
园豪宅项目。

该项目拥有双峰最大的中心湖景私家花园，花
园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是殊为难得的内外双公园
的主题社区。中央湖景花园内有中心湖景及羽毛球
场、篮球场、游泳池等三大运动配套设施，环境幽雅
舒适健康。 小区大型地下停车场建有 600 多个停
车位，内部通行采用人车分流设计，安全无忧，人行
花园上，车行花园下，无噪音污染，对小孩、老人有
安全保障。 住户车辆可以直接驶入地下车库，以减
少机动车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内部道路结合中心绿
地景观设置，贯穿小区地块内部，让业主可以体会
到一步一景的舒适感受。 电梯直达地下车库，出行
便利快捷。 小区户型多元化，选择余地大，面积从

50 平方米的一房一厅加厨卫到 160 平方米的四房
二厅加厨卫， N+1 的多变，空中花园、入户花园可
改为卧室、书房，赠送半面积，买两房得三房，买三
房得四房，且户型周正、南北通透。

由于该项目拥有如此众多的特点和优势，“中
伟·世纪城”颇受老百姓的欢迎，目前其销售量已达
到总量的 80%以上，2015 年 6 月进入全面交房，公
司今年 10 月开始进行的业主预交房参观验收活
动，产品质量得到了业主的一致好评。

“世纪金街”推出黄金旺铺

世纪金街的商铺分为南区和北区两块，南区沿
贺家路商铺面积段在 50 至 60 平方米左右， 上下
两层，一层层高 4.2 米左右，二层层高 3 米左右，买
一层送一层。

南区沿和森大道主干道旺铺，剩余产品面积段
70 平方米左右，上下两层，一层层高 4.2 米左右，二
层层高 3 米左右。

北区目前在售的 5 号栋、6 号栋和森大道旺
铺，面积段 35-161 平方米左右，层高 4.5 米左右到
6 米左右。

世纪金街具有六大特色： 位于新城政务中心，
具有看得见的升值潜力；四周主干道交会，便利带
来财富远景； 汇集 20 万高端消费群， 赢得鼎盛商

气；双层旺铺单层价，买一层赚一层，且面积适中，
结构合理，方便实用。

“世纪金街”的面世，极大地拉升了双峰县城的
商业气氛。

规范管理自营小区物业

“中伟·世纪城”坚持走高端品牌路线，目标定
位为打造双峰县第一个省级园林小区、高档住宅小
区，所有设施全部按照高端小区标准配套。为此，中
伟还在项目小区率先成立了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
员工规模达 60 多人。中伟·双峰县华建盛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新平介绍说，物业公司内部推
行“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对业主推行保姆
式的贴心服务，力求让业主感觉顺心、舒心、称心。
去年，该物业管理公司连续两年被双峰县评为物业
管理企业第一名，娄底市物业管理优秀单位，市级
标准园林小区。

捐资公益履行社会责任
中伟集团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项目

公司双峰县华建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双峰以
来，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
持。从规划的优化、项目的建设、工作的环境各方面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项目公司始终热心支
持当地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每年对地方的捐资都
多达几十万元。其中既有对贫困大学生的扶贫助学
行动，也有对贫困户、孤寡老人、特殊家庭的捐款帮
助， 还有对当地各项公益事业的赞助和支持。 仅
2014 年， 项目公司就资助了湖南科技大学的贫困
大学生，资助了周边的井湾、绍塘两个村子的贫困
户、孤寡老人；赞助了双峰县妇联组织的女子乒乓
球赛、县委宣传部组织的“书画之乡”文化活动，赞
助了省运会组委会、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单
位，累计捐资 20 多万元。

此外，中伟集团还每年为当地财政贡献了税收
2000 多万元，被评为县纳税大户、市级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赢得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广泛好评。

石人 谈志明 胡所能

林家铺子留下的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