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南大市场八大功能
湘南大市场集湘南首个垂直电商平

台、百万级仓储中心、专业物流配送体系、
实力雄厚的融资平台、 专车接送服务、15
万平方米配套生活区、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八大全能配套， 永久产权保障持续稳定经
营，将成为郴州各类市场外迁的首选之地。

湘南首个电商平台。 湘南首个专业市
场垂直电商平台，为实体市场商户提供“一
个商铺，两个门面”服务、线上线下 24 小时
全天候营业服务。

专业物流配送体系。 市场配备货运电
梯，为商户提供小型轻质仓储空间。 同时，
引进专业物流企业，构建高效物流平台，提
供优质的商品及高效的配送服务。

实力雄厚的融资平台。 与政府联合成
立信用担保机构， 并与银行达成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特别设立融资服务专员，具体和
商户对接，处理收单、对账、融资报批等事
宜，确保每日将收到的款转给商户。

专车接送服务。 市场提供 2 台 19 座

免费购物巴士， 全天候为采购商和消费者
服务。

15 万平方米配套生活区。 构建专业市
场配套酒店、住宅、公寓、幼儿园、生活广场
等，打造多元化、统一融合的大社区。 星级
酒店满足高层次商务接待需求；住宅、公寓
等满足市场办公、居住、员工宿舍等多样化
需求。

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享受全方位配套
服务。 湘南大市场成立专业市场运营管理
公司，专业团队统一经营管理，实现商业经
营从规划、宣传、招商、服务到管理上的统
一运作， 保证市场长久经营旺场， 共赢共
荣。

100 万立方米专属仓储。 湘南大市场
自建百万立方米高规格仓储， 填补传统市
场仓库严重不足的缺口， 消除原有仓库因
布局混乱、消防缺失、管理不当等导致的隐
患，实现专业仓储、专业物流、专业配送、专
业管理，打造安全、现代化的示范性专业市
场，领跑湘南。

湘南大市场不仅配套完善， 还十分注
重市场的培育， 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的市场
推广费用，通过报纸、电视、户外、网络、专
业杂志等渠道宣传市场， 建立庞大的行业
上下游资源库、战略采购联盟等旺场措施，
为经营户创造更多的商贸机会。

湘南大市场的大事件
●2011年 5月 31日，在“2011年湖南

郴州(深圳)现代服务业承接产业转移招商
推介会”上，湘南大市场项目被引入郴州。

●2012年 3月 11日，湖南瑞和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湘南国际物流园管委会
签订了开发湘南大市场项目的正式协议。

▲2013 年 6�月 9 日， 湘南大市场正
式动工建设。

▲2014 年 2 月 27 日， 郴州市市场建
设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湘南大市场的商业功
能定位主要是糖、烟酒副食、服装及家具建
材。

●2014 年 7 月 18 日，《市商务局、市
规划局关于湘南大市场商业功能、 业态定
位的回复意见》对湘南大市场的功能、经营
业态作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即“该综合市
场包括糖酒副食、服装百货、家具建材、机
电等功能区。”作为承接市内专业市场外迁
转移的示范项目。

●2014 年 9 月 27� 日，郴州市政府指
定“湘南大市场”作为承接市内专业市场外
迁示范基地。

●2014 年 9 月 30 日， 湘南大市场首
次亮相郴州，启动公开认筹。

●2014 年 10 月 3 日， 湘南大市场认
筹量 4 天达到 1000，创郴州楼市纪录。

●2014 年 10 月 9 日， 湘南大市场认
筹量 10 天突破 2000，创郴州楼市纪录。

●2014 年 10 月 30 日，湘南大市场在
北湖区政府大礼堂举行首场项目推介会，
活动规模和参加人数均创郴州楼市纪录。

●2014 年 11 月 15 日，湘南大市场在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首批选铺活动，
“5000 人、5 小时、5 亿元，劲销 562 套”，规
模、人数、销售额均创郴州楼市纪录。

●2015 年 1�月 17 日，湘南大市场在
郴州雄森国际假日酒店举行针对自营商户
的“团购动员大会”，人气爆棚、销售火爆。

●2015 年 4 月 18 日， 湘南大市场举
行首场业主答谢会，“砸金蛋， 送豪礼”，首
批尊贵业主满载而归。

●2015 年 6 月 18 日， 湘南大市场在
郴州温福特酒店举行业主答谢晚宴，500
位业主代表表示愿与湘南大市场携手共
进、共创辉煌。

巨轮起航
———湘南大市场建设发展纪实

邓 明 李 秉 钧 李 金 辉

巨轮起航
驶向市场示范基地

郴州的专业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
庞大的人流、物流等带来了安全、交通阻塞等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城市的发展，特
别是随着市场的新业态发展， 传统的专业市
场升级换代迫在眉睫，市场外迁已箭在弦上。

如何对专业市场进行合理规划布局？ 哪
里才是承接中心城区各专业市场的最佳场
所？郴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清晰地勾勒出
未来远景，商贸物流产业南迁！

郴州市政府拟投资 300 亿元打造大湘
南国际物流园， 该园自建立以来不断扩容提
质，于 2009 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湖南省
八大重点物流园”，今年 1 月被省政府确定成
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当前，正在创建国家
级示范性物流园区。

园区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立足郴州、
连接长株潭与珠三角城市群、 辐射海外的集
物流仓储、商品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
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物流业示范基
地。

巩巢待凤来。 为进一步加强与粤港澳地
区经贸合作，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郴州市
的比较优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现代服
务业。 2011 年 5 月，郴州市委、市政府在深圳
举办“2011 年湖南郴州(深圳)现代服务业承
接产业转移招商推介会”。

在本次推介会上重点引进了湘南大市
场， 该市场由湖南紫瑜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选址在湘南国际物流园内，位于郴州
大道和园泉路交会处西南角。 项目合同用地
面积 1000 亩，总投资 50 亿元，全面建成营
业后， 可实现年营业总额 100 亿元以上，解
决就业 5 万人。

湘南大市场，犹如一艘巨轮，昂扬起航。
为鼓励该市场发展，去年 9 月，郴州市政

府第 67 次常务会议指定“湘南大市场”为承
接市内专业市场外迁示范基地， 奠定了湘南
大市场在郴州南城的核心地位， 为其财富的
集聚形成了“洼地”效应。

从前五岭、七星
从此湘南大市场

说起郴州的市场，五岭大市场、七星大市
场和罗家井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占据了郴州
商贸重要的一席之地。

五岭大市场是经营糖烟酒副食、 综合建
材、小五金家电、茶叶等；七星大市场、罗家井
农贸市场经营干货粮油、冻品、蔬菜等。 这些
市场虽为郴州市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但该
类市场服务群体集中于郴州市区， 普遍存在
商住混杂、用地限制、发展无空间、缺乏仓储
货运设施、进出市场交通阻塞等问题，从根本
上制约了专业市场联纵做强、做大，向区域市
场转变的动力。

再加上市场仓储等功能日益老化， 特别
是脏、乱、差的环境也饱受附近市民诟病，这
些都与郴州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
市的大局不符，因此当地决定对五岭、七星等
老城区专业批发市场进行外迁， 并把湘南大
市场作为市内市场外迁的承接地。

郴州市商务局、郴州市规划局“关于湘南
综合大市场商业功能定位的回复意见”，明确
界定“湘南综合大市场包括糖烟酒、副食、服
装百货、 家具建材、 干货粮油等功能区”，并
“作为承接市内专业市场外迁转移的示范项
目”。

随着湘南大市场项目的落户及建设，其
定位、功能等都完全符合企业集群采购、商品
展示、电子商务、专业仓储、现代物流等现代
专业市场需求， 是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产业
综合性服务平台， 是真正意义上的湘南批发
采购中心。

已签约进驻湘南大市场的邓老板说：“五

岭大市场每到重要节日或年底生意好的时
候， 交通就完全瘫痪， 好多订单就是送不出
货，急死人。现在看到湘南大市场已建成的门
面， 今年搬过去就再也不用担心货送不出去
了。 ”

李总是从七星大市场签约搬迁进湘南大
市场的商户，他表示：“到湘南大市场后，借助
这边的平台，自己的生意终于可以跳出郴州，
面向全国了。 ”

目前，湘南大市场虽还在建设中，但来自
五岭、七星、罗家井等郴州市内市场的商户就
达 600 余户，另外还有 300 余户意向的商户
正在洽谈中， 大家看好的就是其完备的市场
功能和良好的市内专业市场外迁转移承接平
台，商机无限。

快速崛起
引领市场新发展

湘南大市场落户湘南国际物流园后，分
三期建设，其中一期用地约 270 亩、建筑面
积约 40 万平方米， 计划投资 16 亿元，于
2013 年 6 月正式动工建设。

“湘南大市场不仅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
将彻底终结郴州现有专业市场脏、乱、差、小、
散、堵的落后状态。 ”郴州市商务部门有关负
责人介绍，依托湘南国际物流园大交通、大物
流、大仓储的平台优势，市场将开创湘南地区
高品质、全业态、低能耗、综合型专业市场新
纪元，引领市场新发展。

为加快项目建设， 湘南国际物流园组织
人员，成立了湘南大市场拆迁指挥部，把项目
涉及的槐树下村四个组共 113 户的拆迁与安
置迅速落实到位，特别是其公寓式安置，是郴
州市第一例公寓式安置项目。

半年后， 该项目已成功摘牌一期规划用

地 145 亩，1.1 期建设规划许可证办理完毕，
项目用地回填，“五通一平”与排水、排污、排
洪管网建设等前期土地整理工作也快速完
成。

部门倾力服务，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去年
10 月和 11 月，郴州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几次深入项目现场， 对项目
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进行调研， 并表示湘南

大市场是市级重点项目， 要求有关部门全力
支持、配合项目的开发建设，进一步加快建设
进度，优化项目功能，加强规划衔接，为郴州
“两城”建设作贡献。

据了解，截至目前，湘南大市场完成投资
6 亿元， 已建成一期 3 栋 -17 栋、41 栋 -48
栋，共 23 栋主体建设，18 栋 -26 栋正在主体
基础施工中，二期仓储物流园用地 500 亩正
在启动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其余 350 亩建
材市场建设用地正在与湘南国际物流园商谈
合作开发事宜。3-7 栋的完成外装饰，并拆架
落地，今年底 1.1 期、1.2 期将全面交付。

立足郴州
辐射带动大湘南

“为适应现代商贸交易的特点，项目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是集酒店、住
宅式公寓、商贸批发、仓储物流、市场营运管
理于一体的商贸城。”湘南大市场不仅成为郴
州现代化一流的商贸综合市场， 还将立足郴
州，辐射大湘南。

该市场的精准定位及完善的功能， 吸引
众多商家关注， 成为郴州地产行业的一颗明
珠。 去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郴州第 10
届房交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湘南大
市场在房交会开幕式亮相， 开启 1 期招商 /
销售认筹。公开认筹仅 4 天时间里，认筹客户
数量即突破 1300 组，火爆程度，惊艳楼市。

旗开得胜后，引来长沙高桥大市场、株洲
铜锣湾广场、 株洲芦淞市场群商户考察团一
行 200 余人抵达湘南大市场参观考察，考察
团对湘南大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 纷纷要求
进一步洽谈合作， 并现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
书，整个考察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

爆棚的人气，于 10 月 30 日晚在北湖区
政府大礼堂举行的湘南大市场推介会上再次
上演！会上，湘南大市场开发商代表陈灿曦向
大家承诺：以最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广大客
户前来投资兴业。 负责招商 / 销售代理的笑
傲地产董事长谢啸笑对项目做了精彩投资推
介演说，并现场解答了商户、媒体的问题，赢
得了大家的认可，掀起了现场认筹高潮。

认筹量 4 天达 1000、10 天破 2000、一
个月 3000 多组， 销量不断刷新郴州楼市纪
录。 湘南大市场自公开面世以来备受广大商
户和投资者的追捧，迅速成为郴州楼市热点。
五岭、七星、罗家井、马家坪等 1000 余位市
场商家率先进驻；衡阳、邵阳、株洲、长沙、广
州、 深圳等 300 余商户相继选择湘南大市
场。

目前， 湘南大市场 1.1 期、1.2 期共售出
商铺 760 个。 其中，1.1 期经营业态以糖烟酒
副食、五金、日化、文体、茶叶为主，1.2 期主要
经营干货粮油、百货和综合建材业态。

链接

9 月的郴州，一片腾然向上的律动格局。
在这宏大格局中，人们看见这座林邑之城的南端

有个巨大的商业板块正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她就是位于湘南国际物流园的湘南大市场。

近年来，伴着郴州市“两城”建设的强劲节拍，湘
南大市场以不可阻挡之势，疾行在郴城大地。 通过实
践探索，他们构建了一个高效的专业市场要素对接体
系，整个大市场犹如一个商贸“心脏”，不断向各条“血
脉”顺畅地输送市场要素，并逐渐延伸、辐射大湘南。

房交会时的认筹场面。

湘南大市场辐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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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大市场全景图。

（本版图片均由湘南大市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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