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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的绿色新引擎
——— 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综述

王 珊 陈志群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长沙，这个昔日商贾云集之地，开启了现代服务业的新时代———一种新

的产业力量在聚合生长，孕育着牵动全局的能量。
自 2012 年获批全国第二批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以来，围绕打造“全国

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的功能定位，敢为人先的长沙人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大力
推进项目建设，创造出综合试点项目建设的“长沙速度”，探索出现代服务业发展
的“长沙模式”，展现出引领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沙力量”！

鼓点激越，风头正劲。“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初步形
成，社会物流成本明显降低，现代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7 年， 长沙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8%！ 现代服务业，正以更强有力的姿态为长
沙经济输入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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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
标准提高水平。长沙的现代服务业早已风
生水起，千帆竞发。

一直以来，长沙市非常重视发展现代
服务业， 近年来服务业总量规模快速增
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层次逐步提
高，已成为长沙市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获批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
后，长沙更在积极思考，如何抓住机遇，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服务范围，创新服
务模式，增强服务功能，满足社会和消费
者对服务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打造“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决策者们思路很清晰，农副产品交易一方
面牵动着一二三产的经济指标，一方面牵
动着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而且作为中部
农业大省，长沙在打造农副产品交易集散
中心方面也有着天然的优势。

试点获批之后，《长沙市现代服务业
综合试点实施方案》出炉，一批批具有引
领性、示范性的项目陆续登场，为长沙按
下了服务业发展的“快进键”———

走进长沙县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
物流园一期，处处车水马龙，热火朝天。 作
为长沙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重点项目之
一，海吉星一期占地 500 亩，共有经营户
1000多户，日均进场各类车辆超过 9000
台，日均蔬菜交易量 1.2 万吨，自 2016 年
投产以来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蔬菜枢纽
中心市场。 预计两期项目全部建成后，面
积将比老市场大 5倍， 成为中南第一、全
国一流的绿色、安全、生态的农产品现代
物流枢纽中心。

而这，不过是长沙推进现代服务业综
合试点的“冰山一角”。 5 年来，长沙借助
试点契机，共实施五批 143 个项目，涉及
市场交易升级工程、 现代物流提质工程、
电子商务建设工程、 终端消费促进工程、
肉菜溯源工程及农产品对外贸易工程六
大工程，总投资 200.2亿元。截至目前，这
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06.7 亿元，占总投
资的 103.2%。

农副产品大市场关系老百姓的“菜篮
子”“米袋子”。 长沙全面启动专业市场升
级，规划了黄兴片区、金霞片区、河西片区
三大农副产品市场群， 分别建设了海吉
星、湖南粮食、大河西等一批农产品物流
园，打造了以中南粮食交易物流园为核心
项目的“北粮南运”中心，以马王堆蔬菜批
发市场为核心项目的“南菜北运”中心，以
红星冷链为核心项目的“西果东运”中心，
逐步形成全覆盖综合型市场群。

物流是现代服务业的“血管”。 长沙
以降低物流成本为切入点， 推动标准化
仓储物流、冷链物流建设进一步提速，形
成了红星冷冻、源山冷链、中顺冷链等一
批拥有 5 万吨以上库容量的冷链物流项
目；大力推动城市共同配送的发展，目前

长沙食品（含农产品）统一配
送率已达到 90%以上； 建立了
“天骄动车”城市物流、湖南冷链
物流等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打造出高效快捷的物流配送体
系。

线下“精彩纷呈”，线
上也是“风生水起”。 长
沙大力推动电子商务
发展， 打造了一批本
土农产品特色电子
商务平台，帮助“湘
品出湘 ”“湘品出
海”。 中农传媒、农
商通、鹰皇、苏宁易
购、友阿云商等逐步
形成实体市场与虚拟
市场相结合、线上与线
下互动的新农产品流通
体系。雨花现代电子商务物
流中心、 长沙高新区电子商务
产业园、 德思勤中部电子商务总部
基地、梅溪湖电子商务园一批电子商务示
范园及公共平台和载体相继崛起，吸引境
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进驻，实现了电子
商务产业的集约化发展。

在社区便利店， 既可购买生活用品，
也可代缴交通违章罚款、 代缴水电费、办
理与充值公交卡、代购火车票、拉卡拉信
用卡还款等———以便民惠民服务为着力
点，长沙推出“五全便利店”和“五健大药
房” 特色项目， 在消费者中引起热烈反
响，并形成全国可推广的经营模式。“五全
便利店” 在传统便利店的基础上增加了
10 大类便民服务功能；“五健大药房”增
加了免费检测、 健康管理等 9 项健康服
务，真正成为“消费者的好帮手，老百姓的
贴心人”。 目前，全市已初步建成“五全便
利店”260家、“五健大药房”240多家。

过去， 开放型经济是中部的短板；如
今，现代服务业试点为长沙开放崛起带来
了新的机遇。 长沙大力推动外贸平台建
设，加速内外融通。 截至 2017年底，金霞
保税中心所属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已累
计完成进出口 3.92 亿美元， 湖南艾瓦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涉农跨境数字营
销平台———跨境宝带动进出口 4.63 亿美
元。 汉方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测中心、浩
通农产品进出口通关代理中心等一批农
产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设，帮助企
业打破对外贸易壁垒，实现一条龙快捷出
口。 湖南嘉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高
桥大市场等纷纷搭建起进出口商品展示
销售中心，促进了农产品出口，扩大了快
消品进口。 长沙还积极实施外贸“破零倍
增” 工程， 通过支持湖南茶业等 23 个项
目， 累计为长沙贡献进出口 35.92 亿美
元，带动外贸“破零”企业 551 家，“倍增”
企业 311家。

聚力产业新坐标
创造试点项目建设的“长沙速度”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展示现代服务业的“长沙力量”

在综合试点的探索与建设中， 长沙策马扬
鞭、奋力挥楫，已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初步形成。 试
点以来， 长沙已逐步形成全覆盖综合型市场群，
交易的农副产品来源地已扩展至全国 20余个省
市及东南亚和欧美部分国家，下游采购涵盖湖南
全省以及湖北、江西、贵州等部分省市，构建了
“买全球卖全球”的大流通产业格局，初步建成了
服务全市、调控全省、辐射全国的农副产品交易
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

现代物流不断发展， 社会物流成本明显降
低。 2017 年，长沙市社会物流总值 3.8 万亿元，
物流收入 780 亿元，增长 10.0%。 4A 级物流企
业 35 家，5A 级物流企业 10 家。 通过农产品物
流的率先发展和整体带动， 全市社会物流总费
用与 GDP 比值由 2011 年的 18.3%降低到
2017年的 15.0%。

长沙服务业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占 GDP 比
重持续提高、 对经济增长贡献持续提升。 2017
年， 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157.8 亿元， 增长
10.9%，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9.0%，比
2012 年提高 9.4 个百分点， 试点六年年均提升
1.6 个百分点，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8%。 6年来，服务业增加值由 2535亿元增长到
5157亿元，实现了服务业“倍增计划”。

这些跃动的数字、亮眼的成绩，标志着现代
服务业正成为长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
擎。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水平不断
提升的过程， 就是现代服务业地位不断上升的
过程。 长沙也在经历这一变化，新兴服务业迸发
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冲了下行压力， 并不断
发展壮大为一种新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经济的活
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在
这个攻关期，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其发
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是助推经济成功转型、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
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长
沙地处中国腹地，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发展现
代服务业、促进农产品流通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
的使命。

使命激发动力，梦想催人奋进。
长沙正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要求、更快的

速度，向着现代服务业发展更高地迈进！ 现代服
务业，已经成为长沙助推经济成功转型、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

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
农产品流通在国

民经济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尤其是

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涉及到经济运行质量
和效益，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

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
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如

何做好“农产品流通”文章，让现代服务业真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引擎，考验着长沙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既要有可以辐射中南乃至全国的集散中
心，又要有能覆盖市、县、社区三级的市场”“既
要抓好线下， 也要抓好线上”“既要推动产业间
融合共舞，又要打通全产业链”———长沙以建设
农产品集散中心为切入点，构建全方位、立体式
发展格局，既谋一域，更谋全局。

如果不是走进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大市场，
你可能很难相信， 以往脏乱臭的生猪运输屠宰
场，会像现代化工厂一样高效、洁净、可控、安全。

广联交易市场是集生猪及肉类产品等现货
交易及电子商务、生猪活体及肉禽类储备、生猪
屠宰及肉类深加工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批发
大市场。 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 7.9亿元，全部建
成后， 将成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生猪活
体及肉类产品交易综合批发大市场。 值得一提
的是，该市场还全方位打造了物流体系，联通田
间地头与消费者餐桌； 搭建了湖南省首家活大
猪交易和信息共享平台， 致力打造南方农产品
物流信息交换中枢。

广联大市场， 是长沙打造全国农副产品集
散中心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长沙重点建设了一
批集散功能强，辐射功能广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形成了中国中部的“米市”“肉市”和“菜市”；加
快建立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配送等农产品
物流服务体系，到 2017 年，仓储面积达到 430
万平方米，冷库容量达到 60 万吨；建立全国统
一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交易及价格信息的收集、
整理和发布平台，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明
的肉菜追溯系统。 通过构建“主体 + 渠道 + 平
台”的农产品流通格局，努力打造全国农副产品
集散中心。

“这仅仅是长沙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体系的
‘金字塔尖’。 ”长沙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我
们，试点以来，政府以全资投入、参股控股、以奖
代补、 贷款贴息等形式， 新建一级批发市场 3
个，二级批发市场 5 个，新建和改造社区农贸市

场和生鲜超市 207 个，建立起市、县、社区三级
市场体系， 形成了农副产品市场行情的“风向
标”和“晴雨表”，构建起居民生活必需品和市场
应急保障供应储备体系， 大大提升了长沙市农
副产品市场快速、及时调配和周转的能力。

进入互联网时代，如何打好“互联网 +”这
张牌十分关键。 长沙结合“扶贫攻坚战”、乡村振
兴战略，长沙大力推动电商扶贫，增强现代服务
业的带动力。

2016 年，长沙市电商扶贫动员大会暨电商
农企对接会在浏阳达浒镇椒花新村举行， 标志
着长沙电商扶贫行动的“号角”正式吹响。 现场，
浏阳市人民政府与湖南苏宁云商、芒果生活、搜
农坊、农人公社、惠农网、农商通、爱尚通程、湖
南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
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之路。

近年来， 长沙市政府不断深化农村流通体
制改革，创新农村商业模式，加快发展线上线下
融合的现代农村商品流通和服务网络，实现“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在县城设立电子商务进农村运营中心，在
乡镇设立分中心，在行政村设置服务站，打通农
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推动“三网融合”和光纤
入户，形成覆盖县、乡、村的农村信息网络。 大力
推进“一县一品”和“电商扶贫小店”工程。 建立
“农商通”等农村商贸综合服务平台，组建“上下
联通、资源共享”的农机化信息服务网络，让基
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走向田间地头， 为乡村振
兴、精准扶贫加油助力。

现代服务业是极具关联性的产业。 如何更好
地发挥它的带动力、影响力？长沙探索的路径是推
动上下游产业链融合发展，多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扶持上下游农产品产业链，激活涉农主
体的“造血”功能，惠及产业链上下游农户，培育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有力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

通过推进“互联网 + 商贸流通”，鼓励友阿、
步步高等传统零售商业转型升级， 从线下走到
线上，寻找到企业新的增长点。 友阿微店创新移
动互联网分销零售模式，2017 年实现销售额约
1.2亿元。 惠农科技项目将县域内农业产业及产
品资源集中入驻互联网，构划县域农业“经济地
图”，打造县域农业“经济名片”。

通过餐饮、文化、旅游的共舞，打响湘茶、湘
绣、湘菜等“湖南老字号”、“湘字号”品牌。 火宫
殿、金太阳、杨裕兴、德茂隆等“老字号”实现转
型升级。

在现代服务业试点路上， 长沙除发展模式
创新外，还积极探索了体制机制创新、政策集成
创新、融资渠道创新……各种先行先试，为现代
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互联网 +农产品流通
探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长沙模式”

高桥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

消费者在 “汇米
巴”五全便利店缴费。

长沙黄兴海吉星国
际农产品物流园购销两
旺。

果之友精品水果专卖店。

广联交易市场。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