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8 日 ，130 万邵东人民

盼望已久的邵东国际商贸城开

工奠基。 现场万众云集、热闹非

凡。 作为邵东市场转型升级的力

作，项目一期占地 400 亩，总投

资 39 亿元， 总建筑面积 105 万

平方米， 是一个集商品贸易、电

子商务、仓储配送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化的大型商贸平台。

奠基仪式上，县长沈志定在

致辞中在兴奋地说：“这是我县

巩固市场优势、重振商贸雄风的

标志性事件。 对推动全县市场升

级、产业转型、城市提质具有重

大而又非凡的意义。 ”

这样一个特大项目，从设想

到落地， 备受邵东各界关注，凝

结了县委、县政府、企业家黄玉

彪和方方面面人士的智慧、心血

和汗水。 它的诞生，注定是一个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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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地处我省中部，市场众多，
商贸活跃，民营经济发达，享有“百工之
乡”、“商贸之城”的美誉。

能商善贾的邵东人， 创造了许多奇
迹。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县委、县政府举
全县之力，兴建了全国闻名的“邵东工业
品市场”。 市场占地 70 多亩，总建筑面积
10 万多平方米。 自 1993 年 6 月第一期
工程开业以来，以其规模大、规格高、场
地宽敞和政策优惠等， 招来全国各地的
客商，容纳近万经营户，培养了一批企业
家和经营能手，成为辐射全国、闻名全国
的工业品集散中心和邵东经济的龙头。
市场经营红红火火，曾连续 10 年荣获全
国百强市场称号， 创下了年成交额 100
多亿元、税收四、五千万元的业绩。 全国
各地包括浙江义乌前来参观学习。

工业品市场的成功， 极大地激发了
邵东人兴办市场的热情。 廉桥药材市场、
中南家电城、眼镜城、五金城、皮具箱包
城等在省内外颇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和与
之配套的托运城等纷纷崛起。 邵东万商
云集，货通全国，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围绕市场搞加工、办工业，“以商促工、兴
商旺工”喜见成效，形成了打火机、小五
金、机械配件、铝制品、中药材、皮具、服
装、鞋业、注塑等一批支柱产业和主导产
业。 打火机、小五金、书包、红包的产销量
居全国首位。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城的
市场群受当时条件的制约，其规划布局、
规模、档次等渐渐落伍，难以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 特别是龙头市场———工业品市
场， 摊位式经营设计落后， 经营场地狭
窄，停车场地小，仓储仓位严重不足，消
防安全隐患多， 无法满足现代商品流通
的要求，经营效益严重滑坡，致使许多经
营户纷纷转向了长沙、 株洲等周边市场
甚至远走贵阳、义乌等地。 如今，邵东工
业品市场经营户已锐减至 2000 多人，每
年的税收减到六、七百万元。 而后来居上
的义乌篁园市场每年纳税已超 20 亿
元。

“以商兴县”，是邵东其基于历史和
现实因素的不二选择。 商贸的滑坡，引起
了近几届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每年
“两会”期间，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
提交了建议案和提案，要求建新市场，取
代老市场。 认为只有新建一个现代化的
国际商贸城， 才有可能实现邵东经济的
第二次腾飞。 早两年，县有关部门就是否
新建邵东国际商贸城做民意调查时发
现， 在经营户中支持建设的占 82.7%，省
外经营的邵东人支持建设的占 60%。 可
谓新建邵东国际商贸城是大势所趋，民
心所向。

鉴于此，建设邵东国际商贸城，打造
市场升级版，促进经济再腾飞，到本届县
委、县政府已形成共识。 县里成立了邵东
国际商贸城建设筹建领导小组， 参观学
习了外地市场经验， 邀请了专家对市场
建设进行了论证，决定按照“现代化、国
际化、信息化”的目标定位，建设一个能
达到与国际接轨、 国内一流的档次与规
模的“市场航母”，确定了在邵东生态产
业园内拿出 400 亩土地作为项目建设用
地，公开招拍挂敲定建设单位。

邵东要建商贸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
众多县内外企业精英的关注，黄玉彪就是其中
一个。

黄玉彪，两市塘办事处泉水村人，广东广
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投资 7 亿多元的
“华南国际建材市场”，被称为“湘军地王”。 作
为一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曾两度作为特约代
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曾两次加入中国经贸代
表团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希腊和爱尔兰，获
得过“中国商业地产协会责任年度风云人物”、

“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首届中国双优
民营企业家代表”、“雷锋式企业家” 等多项荣
誉。

去年年初，当他获知邵东要建国际商贸城
的信息后，这位在外打拼了 30 多年的硬汉毅
然做出决定，参与邵东国际商贸城建设，回馈
父老乡亲。 他多次回乡考察，并就商贸城的规
划和建设向县委、县政府积极建言献策。

这个巨无霸式的现代化大市场， 谁来建？
谁有能力建好？县委、县政府在考察和筛选着，
邵东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思索和期盼着。邵东工
业品市场的经营户最为关心。 新市场怎么建，
他们最有发言权。 但谁适合来牵头组织他们？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在广东的黄玉彪。 于
是，数十个经营户中的佼佼者联合部分本地有
实力的老板，共同找到了黄玉彪，请他出山。黄
玉彪欣然披挂出征。

去年 7 月 11 日，黄玉彪与邵东工业品市
场部分精英、部分本土优秀企业家联手，筹集
资金 3 亿元，成立了湖南中意泓源股份有限公
司，黄玉彪担任董事长。 公司对国际商贸城的
建设及效益，进行了周密、科学的调查研究，大
家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今年 2 月 16 日，县政
府对邵东国际商贸城建设项目 400 亩土地进
行公开竞拍， 参与竞拍的 2 家公司经过 300
多次举牌， 黄玉彪和他的团队以 8.11 亿元夺

牌， 全场一片欢呼声。 大宗土地每亩价格达
200 多万元，创造了邵东乃至邵阳土地竞拍的
奇迹。

今年 3 月 15 日，湖南中意泓源股份有限
公司与县政府就邵东国际商贸城建设正式签
约，县四大家一把手悉数到场，表明了对该项
目的高度重视。 签约后，黄玉彪说：“邵东有着
突出的区位优势，潜在的市场空间，良好的投
资环境，在家乡投资我们很放心，也很安心。 ”

签约后， 项目建设进入了规划设计等前
期准备工作。 4 月份，黄玉彪等公司负责人与
有关县领导先后考察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市
场、贵州贵阳西南商贸城、广西南宁华南城等
国内大型市场， 并选定了有数十年专业设计
经验、 技术力量雄厚的广西南宁建筑设计院
作为设计单位。 在规划设计中，中意泓源公司
始终把握县委、县政府“高起点规划”这个纲
领， 黄玉彪等公司负责人和设计院工作人员
一起，取舍了国内一些大商贸市场的优缺点，

结合邵东实际， 注入了国内其他大市场不具
有的先进元素。

邵东国际商贸城的构思设计， 可谓博采
众长、独树一帜，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体
现了高标准的、超前的设计思路。 设计从集约
性、多元化、街区式、现代化通盘考虑，体现了
商业空间的价值， 街区式购物情怀和享受超
大商贸城购物带来的愉悦； 多元化的商业空
间，利用屋面平台有效组织车流、人流，将街
铺升至屋顶，实现了“双商业界面”的多元化
理念。 市场功能上， 突出了国际商贸城的特
色，1 至 3 层为普通商贸层， 有屋面街铺商贸
区、地下停车区、辅助交通区等；道路交通设
计分有车行系统、步行系统、货流系统、消防
系统等；绿地景观规划确定为“一轴、二带、四
区”的景观规划结构。“一轴”，为通南北的中
央 36 米景观大轴，交通、建筑行态，商业行为
离不开此轴，景观设计亦离不开此轴，它集聚
了商贸城的“灵魂”，使得从哪个角度看商贸
城都很精彩。“二带”，选择金声路和连云路两
条城市道路作为项目的东西向的景观带，美
化了市场，提高了商贸城的档次。“四区”，商
贸城四个区的大板块自成一体， 每个板块开
启采光天窗和景观小区的搭配， 使得市场购
物条件大幅提升。

规划设计共出台 3 套方案，供县里选择。
原县委书记黎仁寅、县长沈志定和申桂荣、袁
胜良等县领导对第二个设计方案赞不绝口，
倾向于该方案。 殊不知，如果选取这个方案，
公司要增加 1 亿多元的投入。 公司管理层意
见不统一，黄玉彪排除异议，坚持按县委、县
政府的要求，选定第二套方案。

在 7 月 1 日第三次县规委会上，第二套
方案作为邵东国际商贸城的建设蓝图正式
敲定，全场一片赞扬声。 县规划局局长赵纯
健说：“这个方案称得上全国顶级市场的设
计。 ”

回报家乡老当益壮
赤子情怀舍我其谁
不到 3 个月时间， 一套高起点、现

代化的设计蓝图敲定，其设计速度称得
上“深圳速度”。 中意泓源公司的副总经
理尹蛟龙说，与其说该设计方案是南宁
建筑设计院设计制作，实际上黄玉彪是
方案设计的总设计师。 设计院的领导与
技术专家被黄玉彪的技术水平和敬业
精神所折服，他们还要请黄玉彪做该设
计院的技术顾问呢！

邵东国际商贸城筹建处设县城龙
城宾馆，在规划设计这段时间里，黄玉
彪除了短暂地回过惠州的家和几次到
南宁建筑设计院衔接工作外，大多时间
吃住在宾馆，悉心研究设计方案。 他不
放弃设计方案中任何一个瑕点，如原设
计方案中一条河（实际是一条小圳）要
从市场中心通过，他认为这条小河最终
会变成一条臭水沟，甚至会引发洪涝灾
害，使市场成一片泽国。 他力主河床改
道，绕开市场；市场如果按原方案建成
后，每天同一时间涌进数万人员、数千
车辆，势必造成昭阳大道和建设路的交
通人流堵塞， 沦为第二个工业品市场。
为改变这一严重的堵塞问题，他在昭阳
大道设计了高架桥，使进入市场的人和
车和行驶昭阳大道的车流各行其道；市
场内到达各层商铺和屋面街铺的车行
系统， 外地大市场设计是单螺旋坡道，
他见解独到地设计为双螺旋道，上下车
流分开，减少了车流冲突，也避免发生
安全事故……他独到的设计理念得到
了县规委、南宁建筑设计院的支持与认
可。 市场内每一个环节的设计，包括车
行系统、步行系统、货流、消防系统、绿
地规划设计、采光、通风等，他都一丝不
苟的反复进行审核与琢磨，对设计中哪
怕有一丝的不合理， 他都不会放过，重
新修改。 而有些修改是需要增加投资成
本的，动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 黄玉彪
却说：“建好邵东国际商贸城，我们不能
留下半点遗憾。 钱是可以挣到的，遗憾
是花钱也消除不了的。 ”

黄玉彪全家住在惠州大亚湾。 为了
商贸城的建设，他一个人在邵东每天工
作都在 12 到 16 小时左右。 多少个深
夜，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闪动着他
的身影。 有时睡觉至凌晨时，突然惊醒，
感觉设计上有不对劲的地方，就又跑到
办公室，待修改完成，再回卧室休息。 一
天凌晨 4 时，他到办公室修改设计时忘
记带走房卡，进不了卧室，他又不愿打
搅别人，只好在办公室待到天亮。 黄玉
彪已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但他每天
精神矍铄、有条不紊地处理事务。 他的
敬业精神，得到了全公司员工的称颂。

有人问黄玉彪， 你有数亿资产，子
孙几辈子都花不完，为什么要呕心沥血
花这么大精力来投资建设邵东国际商
贸城呢？“我是一个邵东人，虽在外地打
拼几十年，但血管里流淌的是邵东人的
血， 我的根永远扎在邵东这块土地上。
建设商贸城，赚钱不是我的本意，我只
有一个目的， 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土
地，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 ”黄玉彪的这
番肺腑之言，感动了许多人。

正是本着对家乡发展的高度负责，
在黄玉彪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设计方
案一改再改、优中选优，投资额也不断
上升。 由年初预算 25 亿元增加到现在
的 39 亿元。 作为最大的一个投资者，黄
玉彪认为是为家乡办大事好事，值得！

目前，商贸城建设已进入实质性阶
段，邵东县城的新地标、130 万人民期盼
的“市场航母”正在呼之欲出。 黄玉彪表
示，他与他的团队，一定按照县委、县政
府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力争用
18 个月左右，将一座宏大漂亮、国内顶
尖的商贸城奉献给全县人民和广大经
营户。

商界精英强强联手
合力书写邵东传奇

博采众长精心设计
打造顶尖商贸平台

国际商贸城外观立面效果图。

投资方代表黄玉彪董事长
讲话。 王江梅 摄

县长沈志定讲话。 王江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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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大县面临尴尬
市场升级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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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贸城主轴景观效果图。

邵东国际商贸城鸟瞰图。
版式设计 陈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