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打开一扇窗
“上帝关上一扇门，必定会打开一扇窗。 ”
一位哲人的放言，雨花人有着感同身受的

领悟。
当房地产市场“风刀霜剑”相逼下，土地财

政大门怦然关上时， 一条呼啸而来的高速铁
路，为雨花区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

2009 年 12 月 26 日，武广高铁开通，作为
武广高铁干线上三大车站之一的长沙南站，就
坐落在雨花区黎托的土地上！ 湘粤两地步入高
铁时代，雨花区处在高铁干线前沿阵地。

今年 4 月 1 日，武深高铁开通，还是这条
干线，列车的彼岸又改移，车上的乘客又添加。
它 ， 由昔日的广州 ， 移至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深圳!

从长沙到深圳 1000 多公里，3 小时抵达，
曾经朝发夕至，11 小时车距， 如今时空压缩仅
一餐盛宴之久！

而今，与深圳并肩而立、人间“购物天堂”、
世界自由贸易港———香港，一下近在眼前。

今年 12 月 26 日，京广高铁将全线贯通！
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

圳一线串起，京广高速通车后，到“九州通衢”
的武汉，2 小时；到中部枢纽的郑州，3 小时；到
首都北京仅 5 小时！

雨花，将成为长沙人乘高铁抵达地球村各
个角落最快的地方。 武广客运站高峰期间每小
时旅客发送将超过 1 万人。 据统计，2011 年，内
地去香港的游客高达 2810 万人次， 长沙赴港
人数超过 25 万人次！ 据预测，2018 年，武广客
运站 （长沙南站） 旅游发送量将达到 2500 万
人；2030 年，将有 1 亿多人次享用京广专线。

上苍宠幸雨花的，还不止这些。
正在扬鞭跃马建设的沪昆高铁，也在这里

交叉，共用长沙南站，从这里到昆明，4 小时；到
上海，3 小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横贯南
北和纵穿东西的两条快速干道在长沙南站形
成“黄金十字”时，城市变得扁平，中部的湖南、
长沙、雨花一下被推到了世界的前沿，地域的
差别不再成为发展的桎梏，资本的流向，将重
新改写路径！

对于雨花区，机遇的恩赐还不止这些。 还
有，京港澳高速从它的东北穿越，机场高速从
它的北部横跨，地铁、城轨与高铁在这里直接
换乘，无缝对接……

众多国内经济表明：一条高铁就是一片财
富带。 交通，尤其铁路交通，是撬动现代经济的
杠杆。

1828 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随铁轨
在大不列颠国的伸展， 英国完成资本主义转
型，逐步走向世界第一帝国！

1881 年， 中国自建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这条 9.7 公里长的铁路带来的京沈铁路在中国
的版图上隆起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新城天津，托
起了一个工业重镇沈阳。

而时速在 200 公里/小时以上的高铁在太
平洋岛国的日本风靡后，战后千疮百孔的日本
竟然“咸鱼翻身”，一跃成亚洲经济“四小龙”之
一。

雨花区，当一条条高铁在这里交叉，一条
条高速在这里交会，雨花区已成为中部交通新
枢纽，“人、财、物”汇集的新“洼地”。

这种天赐良机，千载难逢！
机遇，是上苍的恩赐，也是拼搏的结果。
机场高速，这条连起雨花乃至长沙的空中

捷径就是由雨花大道演变而来的。 当年，刚从
长沙郊区蜕变出来的雨花区， 举全区之力，拓
出了这条 8 公里长的大道，让自己有了出城的
快车道！

武广车站（长沙南站）还在选址规划中，雨
花区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出马，多次进京汇
报，向铁道部的决策者提供站场选址雨花的科
学依据，并盯住项目，全程追踪。

机遇， 从来都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们；
机遇，也从来都是给予那些主动抢抓的人们。

现代交通枢纽落户雨花，中部现代服务业
中心，舍雨花其谁？！

生态铺就一区景
现代服务业因其天赋秉性，必然在生态美

景中繁衍、繁荣。
长株潭“金三角”，是一方流金淌银的“宝

地”，也是一块不可复得的“绿芯” 。
风景如画的同升湖，2000 亩的湖面碧水荡

漾，清澈见底。 这里三面秀峰耸立，湖光山色，
峰峦叠映，绿树成林，翔鸟声声。 在这片充满诗
情画意的自然山水中，同升湖山庄这个现代城
市中的“世外桃源”，早在本世纪初就获“国际
花园社区自然类金奖”。

“北有开福，南有清泉”。 位于雨花区洞井
桃阳村的清泉寺自古有 “四面青山环古寺，一
轮明月映清泉”之美誉。 这里山水兼备，自然景
观与人文资源并存，山湖水寺相得益彰，占地
1600 亩的清泉寺生态旅游公园，是长株潭市民
流连忘返之地。

闻名遐迩的湖南省森林植物园，140 公顷
面积，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以上。 这里古木参
天，繁花似锦，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已成植物
园独具特色的旅游节日。 国内 2000 余株日本
樱花美轮美奂，引得每天游人如织。

雨花区南部洞井 22.3 平方公里土地上，林
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1/5， 近 2 万亩森林公园宛
如一块巨大的“绿肺”，除植物园、清泉寺生态
园外，还有牛栏山公园、天际岭公园、鄱湖公园
以及省林科所 4000 多亩林地，组成“绿肺”的
绿色细胞； 与山林相映成趣的便是灵动的水。
大大小小的水库环山而生，超过百亩的水库多
达七个。 而清澈的人工河———圭塘河更是赢得
了长沙“秦淮河”的美誉。

从长沙县跳马乡至黎托街道浏阳河的圭
塘河，是长沙市唯一一条城市内河，全长 28 公
里的圭塘河，由于河流干涸、城市扩容、垃圾污
染，人工河成了“龙须沟”。

让“龙须沟 ”变脸为 “清溪川 ”，早在 2003
年，圭塘河生态景观区的建设蓝图就进入雨花
区委、区政府决策者的案头。 历经几届区领导
班子， 圭塘河生态景观区的规划日渐清晰，布
局日臻完善，设计理念日趋成熟。 2010 年，项目
全面完成拆迁腾地工作。 2011 年 9 月 20 日，伴
随长沙市市长张剑飞的一声令下， 投资 20 亿
元的圭塘河生态景观区项目建设正式开工，到

2014 年，随着“生态圭塘河，和谐新雨花”美丽
画卷徐徐展开，一条清澈纯净的圭塘河将呈现
在世人面前。

北起香樟路、南至湘府中路、总长 3200 米，
沿河展幅约 200 米的圭塘河生态景观区占地
1959 亩，公园占地面积为 1349 亩，景观区总体
布局为“一带四区”。 “一带”，即圭塘河湿地景
观带；“四区”，由北向南依次为市民活动区、文
化休闲区、运动健身区、生态休闲区。

圭塘河生态景观带，在这个可与橘子洲媲
美的第二生态公园，将给市民如此画景：

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都市高楼的“丛林”间
潺潺流过，你可以坐在开满睡莲的河边静心阅
读，也可在亲水平台前欣赏水上表演，还可以
带着滑板去戏水……

如果说，圭塘河带给我们“水泥森林”中的
浪漫与灵动，不如说，是雨花区大手笔的生态
建设，让诗情画意在城市生活中再现与定格！

生态，作为城市竞争力，是新近的时尚，而
在雨花，早就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选
择。 就在上世纪末，发展工业园区成为各地政
府争抢的“篮板球”，以牺牲环境换得 GDP 尴
尬之事比比皆是，而雨花区的工业园却冠之以

“环保科技”，“环保”与“科技”挡住了部分
项目与财源，却保护了“青山绿水”，保证
了“绿色”增长。 比亚迪———全球最大的电
动大巴生产基地落户雨花环保科技园，是
雨花人执着坚守生态的回报与奖赏！

在刚刚公布的长沙市 12 条建设的
“绿道”中，雨花区就有 2 条。

当生态铺就一区景观，产业大戏可谓
长袖广舒了！

匠心舞出“三商圈”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商贸业有如子宫与胎

儿的关系，离开传统商贸这个宫体，胎儿无从
依附，无法孕育。

雨花区，是一方商业的热土，独特的商业
文化，独特的商业环境，舞出了威震三湘的“三
大商圈”。

“湖南市场看长沙，长沙市场看雨花。 ”这个
长沙人的口头禅，是对雨花大市场建设的美誉。

上世纪 90 年代，尚属长沙市郊区的高桥，
还是一个荒芜的乡村，身为郊区机械化公司经
理的罗映红在荒原上拓一个占地 400 亩的大
市场，喊出了“人往高桥走，财往高桥流”的口
号。 市场开业的那天，高桥的农民玩狮舞龙，折
腾了一天。 虽然红红火火开业，虽然观摩者摩
肩接踵，人们还在怀疑：一个消费品批发市场，
离城这么远，能火起来吗？

谁曾想到，高桥不但火起来了，一举成为
全国十大综合品批发市场之一，安置了 4 万人
就业，培育的千万富翁成千上万，年销售额突
破 500 亿元，还因此引进麦德龙、沃尔玛等七
大世界商业巨头入驻， 让长沙成为中部世界
500 强企业捷足先登之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城市提质、商业升
级的竞争态势下，“高桥” 一次次凤凰涅槃，一
次次化蛹成蝶。 高桥大市场已演变成“高桥商
圈”，400 亩商城变幻为 2 平方公里的大型城市
综合体，制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好莱坞大片的
华纳兄弟进驻高桥打造文化精品来了！

就在雨花能人罗映红玩转高桥商圈时，个
子瘦小的吴建松在长沙的南门外，舞起了红星
商圈。

1998 年，红星村的党支部书记吴建松作出
了一个让人咋舌的决策，要在 580 亩土地上投
资 2.8 亿元，建一个 25 万平方公里的全省规模
最大的农产品大市场。 当红星市场在那片田野
上奠基时， 许多人都为奠基的这一铲捏了把
汗。 红星，这个偏僻的山村，只有一条韶山路穿
村而过，通向村外。 小小的红星村，能舞起一个
农业大省的大市场吗？

谁又能想到，红星村建的大市场，硬是舞
起农业大省的农业产业化的大戏。 当首届农博
会开幕后，红星村农产品大集会越“赶”越大，
走出湖南，拥抱中部，甚至吸引美国、加拿大、
德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全球 500 强企
业参展赴会。

14 届农博会，把“湖南农博”升级为熠熠生
辉的“中部农博”；14 届农博会把偏居一隅的红
星农副产品市场，变成天天过“节”的精彩不断
的国际会展中心；14 届农博会， 把一个曾经灰
头土脸的红星村，脱胎换骨为与东塘、五一广
场等老牌商圈鼎足而立的“红星商圈”。

当长沙市最大城市综合体———德思勤城
市广场在“红星商圈”闪亮登场时，全球著名品
牌———凯悦酒店入驻，加拿大六星级酒店费尔
蒙也欣然而至。 长达一公里的时尚步行街，斥
资 12 亿元建造的电视直播中心、电视中心、演
艺中心浮出水面，中部新地标由此而出。

草根大集“赶”出了顶级商圈。
东塘商圈，是长沙城市的老商圈，从区划

调整划归雨花版图后，爱“折腾”的雨花人一次
次动刀动叉，促其“变脸”。 侯家塘街道在此造
长沙“客厅”，构筑“快乐共享空间、创意商务空
间、舒适休闲空间”；左家塘在这里发展“月光
经济”，创“美味长沙，丰富多彩之夜”；东塘建
楼宇经济，向空中要财……

一次次整容，一回回变脸，东塘商圈成为
现代服务业“核”变堆。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中国规模最大、专业
服务能力最强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律
师事务所在长沙开业；

2011 年 6 月 28 日， 国内律师行业的龙头

企业———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又在此挂牌开
业；

中华联合财险湖南分公司、华泰财险湖南
分公司相继而至，中国国电集团、中化化肥有
限公司、美国辉瑞制药三家世界 500 强企业也
在此落户！

商圈，现代服务业崛起的热土；商圈，现代
服务业中心亮相的舞台，一个区域，三大商圈鼎
立，中部的现代服务业中心诞生的风水宝地！

一石击水浪花涌
就在三年前武广高速通车之时，雨花区委

书记周杏武旗帜鲜明地提出雨花经济新思路：
“产业高端化”。 周杏武说：“推进产业高端化，
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之举。 没有高端化的产
业，就没有高层次的发展。 ”“老城与新城交相
辉映，二产与三产比翼齐飞。 ”周杏武如此描绘
雨花经济发展思路。

2010 年 9 月 1 日，一份《关于促进产业高
端化的扶植奖励办法》 从雨花区治大院飞出，
犹一石击水，激起一片浪花。

什么是产业高端化：现代服务业排入首位。
今年 2 月 10 日，雨花区拿出 1000 多万元，

重奖促产业高端化的“有功之臣”，华宇投资因
楼宇建设奖励 216 万元，“高桥”、“红星” 分别
获奖 100 万元！ 英大泰和产险、中华联合产险
双双获奖 50 万元！

连续十一年在中部 39 个城区 GDP 位居
第一， 财政收入位于全省城区第一的雨花区，
今年初， 雨花区拿出近 2000 万元用于产业高
端化的发展奖励。 随着比亚迪电动大巴和轿车
的成功下线，新型工业已“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当建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号角吹响，大
旗扬起，又是惊鸿一片！

就在今年 7 月 7 日，德思勤城市广场领衔
提出中部金融中心的话题，并主办“2012 中国
中部金融中心论坛”。

雨花区区长邱继兴撰文写道：“加快湘府
路两厢建设开发，建设中部金融中心、国际会
议中心 、世界名品中心、国际时尚中心 ，打造
‘十里长廊、百座楼宇、千亿产值’的现代服务
业黄金走廊，实施高铁新城片区建设‘135’计
划，一年顺体制、三年见成效、五年出形象，打
造现代商贸中心。 ”

发展、升级，是党的十八大声音；发展、升
级，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 冲锋在前，必有明媚
春光一片。 冲锋陷阵、一马当先的雨花区，转型
升级亮出一道风景线：

今年，该区在第七届中博会、央企对接会、
上海招商会等重大商务活动中共签约项目 12
个，签约金额 396 亿元。

今年，已建在建的国际高端五星级宾馆多
达 18 家，为全省城区之最！

思路决定出路。
西班牙毕尔巴鄂市上世纪 90 年代初，还

是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 一座迄今为止欧洲最
负盛名的建筑圣地与艺术殿堂———古根海姆
博物馆被决策者颠覆传统的超前思想在旧城
区落成，1993 年开馆后，参观人数年余间达 400
万人次，直接门票收入占全市收入的 4%，带动
相关收入占 20%以上， 毕尔巴鄂一举成名，几
乎一夜间成为欧洲家喻户晓之城，成为新的世
界旅游热点。

如果说一个博物馆催生一座世界名城，那
么，一个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将为一个城区
创造怎样的辉煌？

一个新思路下的雨花， 如展翅的
大鹏，将扶摇直上九万里，一片晴空万
道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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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天，即 2012 年 12 月 21 日，雨花区打造
中国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推介会，将在融程花园酒店
召开。

雨花区，长沙市一个面积不过百平方公里、人口
区区 72 万的小城区，要建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

现代服务业，这个“舶来品”，进入中国内地不过
20 年。 1997 年 9 月，它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
中。 200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要改造和提
高传统服务业，又要发展旅游、信息、会计、咨询、法律
服务等新型服务业”。

新型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代名词。 它伴随着信
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
和新服务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 向社会提供高附加
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

如果说，蓝色是城市的本色，人类生活所有的精
彩，都展现在城市中。

那么，现代服务业，作为依附城市而产生的产业，
它为绿色，属于绿色经济，它为人们幸福生活提供保
障。

现代服务业随城市发展而衍生、而繁荣，它彰显

城市的魅力，体现城市的竞争力。
就在 2012 年大幕垂落、收官之时，长沙市雨花

区却高潮再起，好戏连台！
11 月 24 日，第十四届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

会精彩落幕，数千家涉农企业竞摆龙门阵，万种“农”产
品竞抖风流，四海嘉宾争相云集，百万市民汇集红星，
中国十大品牌会展的中部 （湖南） 国际农博会又创新
高，实现成交额 162 亿元；

素有全球商业地产“奥林匹克”之称的 ICSC(中
文国际购物中心协会)2012 年 9 月 11 日在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首次登陆中国，德思勤荣获 ICSC 国际商
业地产商业中心大奖，引得世界为之聚焦！ 成为迄今
为止，长沙所获得的突出国际商业成就之一。

是的，以“实力、活力、魅力”著称的雨花区，有着
太多的荣耀、太多的传奇。

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 雨花人梦想放飞，
口号喊出，目标已定，剑已出鞘……

如此负重的奋击，如此
豪迈的征程，雨花
区,凭什么？！

———长沙市雨花区打造中国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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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综合体领域的领跑者———
德思勤城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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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小爱 罗玲 陶芳芳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