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城市发展史， 有些地方在
城市的边界寻求发展路径时，要么
仅建设新城疏于产业培育，要么重
视产业培育而疏于城市建设，往往
导致留不住人口。

而长株潭商圈，一开始就是秉
持“城市品质与人文之美同步推
进”建设的。 在规划者、建设者们的
心中，这里，绝不仅仅是一座承载
人们购买欲望的商业中心。

它还是品质宜人的观园。
商圈刚刚启动建设之初，一个

声势浩大的南大门提质工程随之
开启。 建芙蓉南路林荫大道，建环
保路林荫大道绿廊，八大提质项目
同步推进，以此提质大商圈。 如今，
曾经尘土飞扬的环保大道两厢，香
樟、栾树、山茶树比肩而立、蔚然成
荫；先锋公园、红旗广场、中信绿化
广场、城铁先锋站前绿化广场等形
成数万平方米的绿化公园，花草遍
布、错落有致，精细地装点着南大
门；

是创新创业的乐土。
位于商圈腹地的国家级创谷

广告产业园， 云集了众多孵化平
台、 创业中心以及数百家创业企
业，创业的热情与灵感在此交融迸
发；起航于商圈雀园路两厢的长沙
国际汽车 6S 街区， 将成全国首条
6S 街区，未来，将实现年营业额过
100 亿元，税收贡献过亿元，创造就
业岗位近 6000 个。此外，天心区着
力打造的长株潭企业服务平台即
将上线，平台导入了神州企橙聚集
的全国 5000 余家商业服务机构、
200 余家知名投资机构和明星投资
人、100 余位知名创业导师、3 万余
个优秀创业项目以及 50 余位顶尖
培训讲师，将为云集天心的企业提
供创业创新资源保障。

更是配套完善的生活乐园。
位于商圈内的果子园路以东、

新谷路以南区域，205 亩土地之上
塔吊林立，机声轰隆，计划总投资
45 亿元的中南大学湘雅五医院在
此加速建成， 待到建成运营后，可
提供总病床数 2500 张， 将极力解
决长沙南部城区乃至长株潭地区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民生难题；长郡
湘府中学、湘府英才小学、中信小
学、中建仰天湖小学、先锋小学遍
布商圈，教育配套日趋完善；即将
开通的长株潭商圈购物免费便民
巴士，让老百姓在“鑫悦汇、环宇
城、友阿奥特莱斯、轨道交通站点”
等地点往返购物、 出行更加便利，
进一步增强商圈综合竞争力……

商圈的发展，依托于便利的交通。 通
过交通，带来人气，带来财气。

地处长沙交通枢纽核心位置的长株
潭商圈，有着聚集财气的资本。

京广铁路、 沪昆高铁在辖内穿境而
过， 直入暮云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已经开
通，地铁 1号线与规划中的地铁 5号线和
芙蓉南路、书院南路、环保大道、中意路、
万家丽路等城市主干道交会于商圈中心
区域。此外，南三环线紧接京珠高速、长潭
西高速、长韶娄高速、长常高速，成为外地
进入长沙南部区域的快速通道。

当长株潭商圈规划一经落地， 条条
交通要道迅速发挥功效，如同一条条“财
富输送带”，加速人流汇集，加速资本集
聚。 长株潭商圈，迅速成为资本抢滩逐鹿
的黄金宝地。

麦德龙来了， 迪卡侬来了，HM 来
了，零售商业巨头纷纷在此布局，欣欣向
荣；中海环宇城、鑫远悦动广场、中信新
城等一批批高端商业地产拔地而起，直
破云霄，成为屹立在南城的城市新地标。

而资本的扎堆集聚， 并非就等于商
圈运营成功。 从零售小店，到商品琳琅满
目的大卖场，从高端规整的商场，到吃喝
玩乐购于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在人
们的消费观念快速升级的时代， 不求思
变的单一商业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
者需求。

集结于长株潭商圈的资本家们，开
始纷纷“比拼”新颖、多元的经营方式。 已
经开业纳客的中海环宇城， 打造了大型
品牌超市、顶级百货、豪华电影院、真冰
溜冰场、世界名品旗舰店、高档餐饮店等
于一体的高档商业业态； 即将竣工的鑫
远悦动广场， 在商圈首发以品质家庭和
儿童体验为一体的“鑫远·鑫悦汇”项目；
中信 3 条特色商业街目前正在紧锣密鼓
地推进，计划打造成酒吧文化风情街、素
质教育体验中心、湖湘民俗文化街……

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商业元素，加
速人流涌向长沙南大门，尤其在节假日，
市场十分火爆。 据统计，早早落户商圈核
心区的友阿奥特莱斯，因为商圈带动，零
售额从几年前的 2 亿元飙升至 14 亿元，
其中 50%的人流来自株洲、湘潭等地。

人流、财流等各类要素的竞相逐鹿，
促使长株潭商圈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
“香饽饽”，城南地段价值与日俱增，从昔
日无人问津的价格洼地， 蜕变为高端资
本和优质企业抢滩的价值高地。

“围绕长株潭商圈，我们将继续加快
建设一批高端商务楼宇， 促进传统产业
与新兴业态融合，以创造更大的能量、更
强的实力，抢占融城制高点。 ”天心区委
副书记、区长谢进说。

据业内预测，未来的长株潭商圈，因
为消费者持续的旺盛需求， 将会成为数
百万平方米业态丰富、 盘踞于长株潭城
市群核心区的特色鲜明的商业“黄金心
脏”。 未来五年，销售有望翻一倍以上，超
过 300 亿元，成为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
释放经济效能的一个重要引爆点！

商圈，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推动城市
发展的重要力量。

长株潭商圈的由来，也要从城市的发
展格局说起。

摊开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版图，三
市两两相距不过三十公里。 在城市都在寻
求融城战略、抱团发展的当下，这样的地
理结构，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为此，早在多
年前，省、市战略就齐齐吹响了推进“长株
潭一体化”进程号角，以此挖掘城市带动
力和发展潜力，为湖南的开放崛起打造一
个核心增长极。

而推进长株潭三市一体化，务必讲究
“实”，务必要在城市接壤地带打造一个综
合性、区域性的城市中心，以此作为三市
融城的实实在在的载体，加快城市群向成
熟发展的步伐。

天心区，长沙南大门，恰好处在城市群
的核心区域。 以区内长株潭城铁中心站暮
云站为轴心，距长株潭 3市中心均在 20公
里以内。这意味着，天心区在推进长株潭一
体化建设中，必须承担着天然的使命。

另一方面， 长沙也在变革的浪潮中，
从“西文东市”时代，走向了“一江两岸”时
代，正在大力实施“双引擎、双驱动”的发
展战略。 位于长沙中心城区的天心区，也
在这一变革中，主动承担起了“承东接西、
驱动双轮”的使命。

实现这一使命，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
支撑点、突破点。

所谓无商不成市、商贸可兴市。 天心
区服务战略需求，着重从一个商圈开始。

2014 年，天心区在长株潭融城腹地，
沿芙蓉南路两厢，北至雀园路、南至万家
丽路一块规划无序的边缘洼地，规划打造
面积 8.32 平方公里的长株潭商圈， 定位
为面向长株潭城市群的商贸特色功能突
出、高端服务业发达的区域性消费中心主
平台。

这个距湘潭市区仅约 26.7 公里，与株
洲市区的直接距离仅约为 31 公里的商
圈，成为了面向城市群展开综合服务的核
心区、新引擎。

随即，天心区启动编制长株潭商圈规
划（2014—2034），涵盖商圈产业发展的主
导产业选择、产业链建设、空间规划布局
及产业集聚区建设， 涉及商圈及周边 8—
10 平方公里的方方面面。 并且，长株潭商
圈规划与长沙市整体规划有机结合，结合
长沙市商业布局规划、商圈现状及未来商
业发展趋势， 着力建成一个商业布局合
理、业态特色鲜明、服务功能齐全、购物环
境良好的综合性中高端商圈。

“事实上，商圈的打造，也高度吻合天
心区发展需求， 高度契合天心区发展战
略。 ”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介绍说，一方
面， 天心区是长沙传统商脉的所在地，然
而在长沙商业升级发展过程中，传统老商
圈五一商圈面临城市拥挤、交通拥堵等困
顿，新时期下的天心，需要再造一个商业
创新发展核。 长株潭商圈，无疑是填补这
一商业核心极的最佳平台。 另一方面，天
心区于去年全面启动“融城核心、璀璨天
心”建设，长株潭商圈，就是融城核心、璀
璨天心的圆梦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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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之南的长株潭商
圈人流攒动。 世界零售巨头麦德龙落子长沙的第三
家商场，在这里整装一新，开门迎客。一时间，人们趋
之若鹜。 络绎不绝的采购者中，除长沙本地市民外，
不乏大量湘潭、株洲市民。

事实上， 这样火热的商业氛围， 在长株潭商圈
内，每天都在呈现。

与今天活跃的城市形态相反， 几年前， 这块地
处长、株、潭三市的边缘区域，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
城市荒郊，稀稀落落的土房，居住者寥寥无几。

2014 年，长沙市天心区在此重点打造了一个“城市边缘商圈”长
株潭商圈。 3 年后，随着商圈全新起航，长株潭三市的城市格局也在悄
然改变———它蝶变成可与五一路商圈并驾齐驱的城市新商圈，并且以
一个业态繁荣、形态和谐兼具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姿态，释放吸附功能，
让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人流、物流、财富流，在此加速相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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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五医院（效果图）

德盛欢乐广场（效果图）

鑫悦汇（效果图）

奥特莱斯大广场

中海环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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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芳芳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长株潭商圈，实现了从购物
“场所”到购物、旅游、创业、生
活乐园的跨越，在这里，从吃喝
玩乐购，到就业就学就医，充盈
着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要素。
它正以丰富的城市功能， 趋步
蝶变为一座品质宜人的新城。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友谊
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胡子敬所言， 七年前一片荒
凉的商圈，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里有了城铁、地铁、
公交，已经成为时尚、繁华、新
潮的代言地和长株潭一体化的
融城中心。

它正以优越的地气、 丰实
的财气、旺盛的人气，驱动着三
市市民生活大同步、 城市发展
大融合，让天心融城之路，越发
有底气！

五江国际商业广场(效果图)

新兴企业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