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农博生机无限
吴建松：红星村支部书记、红星实业董事长

农博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历经 15 年风雨，农博会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

在省、市、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她从当初的红星村
走向全国，成为农业产业的交易大舞台、比武大擂台、信
息大平台，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企业?伴随着农博会成长
为行业龙头。 农博推动了湖南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快
速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散发出无
限的魅力与生机！

农博精神永存
张学军：副县级干部、雨花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15 届农博会有关会展工作参与者、见证者
农博可以说与雨花区城市化进程同步。 作为农博见

证者、 参与者， 我认为农博真正的意义在于以会展促农
业，以会展的不断提升带来农业产品的不断提升和拓展。
农博可能落幕，但农博精神永存，功在千秋。

九年坚守一生情怀
罗 玲：雨花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9 届农博会宣传工作主要负责人
九年了，为了一个梦想，我和我的团队始终满怀激情

地投入！ 这个梦，就是通过农博会这个平台、整合各路媒
体的资源，释放出“五新”雨花、多彩雨花的正能量。 把雨
花这个湖南的新窗口擦亮， 将农博这个长沙的新品牌打
响！九年了，我们在出力中长力，在奋斗中收获！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孔和平如此评价：农博会的宣传“打造了新闻宣
传节会品牌，有品牌、有品位、有品质”。魅力雨花，精彩无
限，一片丹心，为你喝彩！

雨花，你往高处走
王 琳：雨花区文体局局长

15 届农博会开幕式活动负责人
15年来，农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对

开幕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作为 15 届农博会开幕式活
动的牵头人， 我和我的团队有幸见证了农博的成长和雨
花区的壮大。 秉承着“助力农博，深耕文化”的信念，我们
深爱着这方舞台和这片热土， 愿一直为魅力农博歌舞咏
诵，为雨花发展添砖加瓦。

累并快乐着
揭 文：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治安一大队大型活

动保卫专干 9 届农博会安保工作负责人
安保工作是农博会的重要一环，很累很辛苦。“不发

生火灾、爆炸、群死群伤、踩踏、重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
和群体性事件”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会展期间每个安保人
员每天都要巡视 20公里，一直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直到
大会闭幕，绷紧的神经才能放松，但我和同事们的内心也
感到充实和满足。

伴随农博共成长
杨德品：14 届农博会组委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湖南农业产业化的优越平台， 农博会的大舞台

“捧红”了一批又一批涉农龙头企业，同时，为增加农民收
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丰富市民的菜篮子做了很多实
事， 有力推动了湖南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发展。 14
年服务农博，我见证了她的发展壮大，个人工作能力也得
到了不断提升，伴随着农博共同成长。

会展经济助推中部现代
服务业发展

12 月 4 日，2013 中国中部（湖
南）国际农博会完美落幕。 吸引了百
万人次参展参会，1200 多家中外企
业前来展示展销名优特农产品万余
种，现场签约合同额近 200 亿元。

成功的背后并不是平坦的发展
之路。

农博会举办地———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15 年前还只是“听取蛙声一
片”的田园村落……

1999 年 11 月 18 日， 一个载入
湖南经济发展史册的日子。 在红星
村，首届农博会开幕，搭的是土台子，
展的是土特产。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首届农博会一鸣惊人：短短一
周内， 现场参观采购人数超过 70 万
人次，交易额达 17 亿元，盛况远超湖
南在广东举办的农博会。

“草台班子”唱了一出脍炙人口
的大戏！

2009 年，湖南农博“蝶变”为中
部农博，承办方依然还是雨花区。 不
少人提出质疑：“小马能否拉动大
车？ ”区区一个面积不到 115.2 平方
公里， 人口不足 72.5 万的县级城市
行政区， 能承办得了一个有着 102.7
万平方公里，3.6 亿人口的中部六省
农博会？

时间为证，数据说话。 15 年来，

17 万个“农” 字号品牌风光露脸，
1840 万人次的消费者观展，1700 亿
元的成交额……实实在在的雨花人
给出了令人骄傲的答案。

依托农博会这一平台， 舜华鸭
业、盛湘集团、异蛇王酒、唐人神、粮
食集团、君山银针、蜜蜂哥哥……无
数农产品从“土”变“洋”，完成“蝶
变”。 据不完全统计，15年来，借农博
会扬名的湖南农产品超万数，借农博
会孵大的企业逾千家。

农博会不断递增的影响力也助
推雨花会展业的快速发展。 2002 年
竣工的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每年都要
举办近 60 场各类各级展会， 并培育
了汽展、房展、建材展等一系列会展
品牌， 带动了会展中心周边服务、交
通、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
展。

雨花区委书记周杏武在接受专
访时说，发展会展产业，不仅增强了
雨花区“中部大枢纽”的窗口、集散和
服务功能，也加快了长沙东南片区城
市国际化步伐，激活了国际间的信息
沟通、技术合作、贸易往来、人员互访
和文化交流。

会展经济的魔力在雨花这片热
土上尽情释放，并助推了红星商圈的
快速发展，成为雨花打造现代服务业
中心的重要支撑点。

红星商圈产业繁荣， 市场聚集。
蔬菜、畜禽、水产、水果、花卉、粮油、
副食、食杂、百货等 9 个批零兼营的
大市场，配套物流配送、农副产品展
销、绿色食品贸易、畜禽定点屠宰等
企业；水果市场全年交易量为中部地
区第一、全国第三，蔬菜交易量占长
沙地区总份额的四成；农副产品交易
辐射全国 28 个省市和东南亚地区。

2005 年 11 月，本土超市巨头步
步高强势进驻，接着，红星·美凯龙家
居生活广场、 通程万惠等纷纷进入，
又推动着红星商圈向更高版本的升
级。

这，恰恰也是雨花区发展的一个
缩影。 雨花人一步步将一个“草根大
集市”培育成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
现代国际会展品牌。农博会所带来的
聚集效应也反哺着这片土地，演绎了
“会展兴热土”的奇迹。

中部大枢纽夯实产业基础

2009 年， 武广高铁开通；2012
年，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以雨花为中
心的 5小时经济圈已然成型。

随着沪昆、渝厦高铁即将形成的
“黄金交汇”，雨花一下被推到了世界
的前沿！“六位一体”的现代交通网络
体系，让雨花成为名符其实的“中部
第一枢纽区”。

红星大市场及其周边区域，每天
有数万人在此穿梭、购物，这里是长
沙乃至湖南无可争议、无法替代的商
业核心。 长沙传统商圈———东塘，在
数十年的岁月流转中，担纲了湖南商

业名片的历史重担，积淀出属于自己
的文化氛围。荒地上拓出的高桥大市
场，涅槃成为全国十大综合品批发市
场之一，已经演变成为了流金淌银的
高桥商圈。 目前，雨花成建制的大小
市场 32 个， 年成交额约占全市的
60%。

2012 年， 长沙入选中部唯一现
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推动了湖南
现代服务业新一轮发展大潮的到来。
雨花区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和“长株潭
一体化战略”、“两型” 社会综合配套
改革实验区等历史机遇，提出了打造
以“一核、两带、四组团”为格局的中
国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战略规划。
“一核” 指以红星商圈和高铁新城作
为两端，以湘府路作为走廊，建设成
为现代服务业的黄金走廊；“两带”是
指圭塘河生态经济带和浏阳河生态
经济带；“四组团” 则是高桥组团、东
塘组团、雅塘片区组团和雨花经济开
发区组团。 比亚迪汽车城、中烟总部
等 312 个项目落户雨花经济开发区，
构筑了立体化、 现代化的产业格局。
连续十三年， 雨花区在中部 39 个城
区 GDP 位居前列，今年，财政总收入
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成为全省首个
财政收入百亿元城区。

区位优势、平台优势、项目优势
日益彰显，务实进取的雨花人不断夯
实着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的牢
固基础。

现代服务业中心聚势崛起

在新一轮大发展中，雨花人提出
了推进“产业高端化”的发展思路。怎
样实现产业高端化？ 首推现代服务
业。 2011年、2012 年，雨花区分别拿
出 1000 多万元、2000 多万元用于
产业高端化的发展奖励，重奖“有功
之臣”。雨花区的大手笔体现了区委、
区政府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也激发
了企业投身雨花现代服务业的热情。

长沙市最大城市综合体德思勤
城市广场来了，全球著名品牌凯悦酒
店来了，加拿大六星级酒店费尔蒙也
来了……吉祥人寿、北京银行、东吴
证券等金融企业，中科咨询等中介机
构竞相入驻，第一财经、天闻数媒、深
圳报业等企业纷纷落户……中部现

代服务业新地标逐步显现！
由此，雨花区完成了“推进产业

高端化” 到“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
心”的蝶变：以转型创新为驱动，构建
高端产业发展新格局， 突出发展与先
进制造业相关联的现代物流、金融保
险、总部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新
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
重点抓好湘府路现代服务业“黄金走
廊”开发，加快推进中部金融中心、文
化创意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现代物流
中心、湘雅健康中心的规划建设。着力
构筑高度集聚、高度发达、具有强大核
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化新格局。

雨花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人、财、物不断汇聚。一
个中国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正强势
崛起！

昨日，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第二批项目正式启动，现代服务
业正成为推动长沙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湖南市场看长沙，长沙市场看雨花”。 近几年，雨花区会展经济、商
贸物流、电子商务、现代金融、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业态发展迅速，雨
花区已率先驶入建设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快车道”……

雨花新“引擎”
———会展经济助推雨花现代服务业聚势崛起

王晗 王茜 戴娟娟 姜兆轩 晏伟

“老农博”的微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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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 2013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宣传
工作，雨花区委宣传部组织了“微感言”征集活动。 活
动得到了广大农博人的积极响应，我们精选了部分微
感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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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区现代服务业中心“一核、两带、四组团”

中国国际农博会展中心芙蓉路夜景东塘商圈

圭塘河生态经济带鸟瞰

(本版图片由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德思勤城市广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