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 年 9 月 3 日，高桥大市场开业，人声鼎沸，人流如织。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黄 悦 11

市场火，不代表市场“堵”
———高品质的环境是开放的起点

1995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星城激起涟
漪。 长沙市委、市政府发起了建设大市场的号
召，商人罗映红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
机遇，主动请缨，牵头挑起建设高桥大市场的
重任。

首批入驻的商户陈建林依然记得当时来高
桥的样子： 市场周边都是农田与水塘， 可以用
“荒郊野岭”来形容，唯一的主干道是二环线。

陈建林之前的门店是在五一路的下河街。
“来高桥大市场我们当时也很忐忑。 ”1996年，
陈建林面临着现实选择， 下河街客户基础好，
但从长远来看，综合市场往市中心涌不符合城
市功能定位；搬迁至高桥？ 这个新建的市场有
没有人气、生意能不能做起来？

“你们来，我们在租金上有政策，不会亏待
大家！ ”罗映红承诺商户，并反复讲述优惠政策
和描述未来规划。

“只要是来高桥大市场采购，每车货我们
补贴 100元钱。 ”罗映红这样吸引经销商。

带着对罗映红个人的信任，和对市场的判
断， 陈建林与 80 余户同行一起从下河街搬迁
到了高桥大市场。

1998 年，高桥大市场举办了第 59 届秋季
全国糖酒交易会， 交易金额高达 300 亿元，创
历届之最。 趁着糖酒交易会这把火，高桥顺势
引入了酒店用品、文体用品、茶叶茶具等新的
业态，高桥从单一业态走上了多业态集合的综
合性市场。

2008 年，在“长沙扩容，市场外迁”的大势
下，长沙市政府将高桥大市场指定为不搬迁市
场，以此为契机，持续投入了 30 亿进行全面提
质改造。

市场改造后的高桥环境到底怎么样？从一
个细节我们可以感知整体：经常来高桥的采购
商可以明显看到，穿梭在市场的货车、面包车
越来越少了。

市场越来越火，为什么市场越来越空？
———高桥形成了统仓、 统配供应链模式，

即由高桥大市场负责所有货物的配送。 15 辆
统一的新能源电动货车， 每天定时出现在市
场，避免了货车涌入造成拥堵。 今年新提质的
文体用品城，更是将门面缩减，腾出 3 米车道，
并增设停车位，乱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蜂拥而至的客商去哪了？
———随着 23 年耕耘，“‘高桥’二字本身就

是品牌。 我们客户现在都不用来高桥，直接网
上或者电话下单。 车少、人少，但市场交易额不
减反增。 ”陈建林说。

综合性市场，不代表卖点“杂”
———专业化、平台化是开放的内核

一个开放的现代市场已然成型！日益活跃
的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开放理念，是不是意
味着商户经营范围的广阔？

从一些商户的发展轨迹来看， 答案是否定
的。

对绝大部分商户而言，在历经多年的发展
后，反而做起了“减法”。

李瑞凯，1999年来到高桥大市场。 白手起
家的夫妇俩，创业之初“什么赚钱卖什么”。李瑞
凯介绍：“店里的品种也比较杂，有干货、饮品，
还有些餐具。 ”2007年以后，开始选择专业化的
运营。李瑞凯将咖啡作为主打产品，其余与咖啡
相距甚远的商品一律下架。 同时，注册“捷欧”咖
啡商标，自主研发产品。 目前，该店已和全球 60
多个国际品牌建立了稳定合作， 客户遍布全国
各地，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咖啡整合服务商。

“这几年，我们的产品越做越细、越做越专
业。 这符合一个企业的发展规律，也符合高桥
大市场的趋势。 ”李瑞凯介绍，目前，公司已经
建设了全国面积最大的咖啡体验中心，配套有
商品展厅、咖啡学院等。

商户的变化， 也折射出高桥大市场的变
化：目前，高桥大市场形成了 8 个专业市场，定
位更细、更准。

“砍掉”主营之外的“枝枝蔓蔓”，如何保障
销量？ 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电商的崛起，高桥
大市场里一些批发、零售商遭遇了“滑铁卢”。

破局的根本在于平台化思维。湖南高桥大
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晓介绍，平台经济
模式具有高端化、融合化的特征。 近年来，高桥
不断搭建信息平台、服务平台、孵化平台，有效
提升商品流通率。

罗晓说：“在市场主体引进方面，不是有什
么就来什么，而是引进有品牌的产业、有上游
资源的商户，以做大产业链发展规模，成为产
业上下游资源聚集的平台。 ”

据了解，从 2015 年开始，高桥搭建了电
商平台。 点开“高桥商城”网站，酒水、茶叶、服
饰分类清晰，市民足不出户，也能“逛”高桥。
目前，高桥商城已入驻商户 4000 家，上线商
品 6 万多个，发展下游采购商 3000 余家。 目
前，高桥大市场已经累计实现线上交易 5000
多万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顶尖展会落户长沙，高桥
大市场还借助中非经贸博览会、酒水食品展览
会、农博会等，通过专业运营、平台对接，不仅
使商户销售业绩倍增，高桥自身也逐步走向多
功能融合的商贸生态平台。

吃“全球饭”、打“国际牌”
———跑出高水平开放的加速度

“从高桥出发，辐射全国，对接世界。 ”采访
中，笔者多次听到这句话。 它显示了一个综合
市场的底气和胸怀。

这并非无稽之谈：2018 年，商务部等七部
委联合发文，批准湖南高桥大市场开展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成为全国十四家之一、湖南
唯一的试点市场。

对高桥的商户来说，这究竟有何“利好”？
商户刘海长回忆，1999 年，他在高桥大市

场租了一个小门面经营酒店用品。 随着市场的
发展壮大，他逐渐试水外贸出口。

“走普通贸易程序，时间长、成本高。 ”他介
绍，之前他在报关之时，出口碗、盘、碟等每一
个品类，都需要分别填写一张报关单，获批之
后，可以按照“瓷器餐具”的大类报关，一张报

关单就能搞定。
最大的“红利”莫过于增值税免征不退。 以

前是“出口退税”，要交了增值税，再到税务局
申报退税，时间长，企业资金压力大。“现在直
接不用缴纳增值税，降低了成本，减轻了企业
负担。 ”刘海长感慨。

乘着政策春风，刘海长店里的酒杯、餐盘、
刀具，从只在湖南本土销售，逐渐“飞”到巴西、
阿联酋、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刘海长的外贸出口订单超过 600万元。

像刘海长这样的“出口大户”，在高桥大市
场还有很多。 科源公司通过跨境电商出口轮
椅、呼吸机、血压计，一年拿下 3000 多万美元
的订单；还有做仿真花的商户常涛，仅出口仿
真花这一项出口额可达 300万美元。

甚至很多市场之外的个体户也把目光瞄
向了高桥。“以前我们个体工商户需委托代理
公司结汇，如果到高桥，个人就可结汇。 ”一位
批发商提起高桥，语气中充满着向往。

高桥有多火？ 从原有商户的黏性和新拓客
户的热情两个维度或许能略知一二。

———在高桥大市场的 8000多商户中，40%
以上在这里经营了 10年， 其中规模达到 10亿
元以上的商户有 150多家、 亿元以上的商户有
300多家、千万元以上的商户有 2000多家。

———今年建成开馆的湖南出口产品集聚
区，短短几月招商全部完成。 株洲的服装、邵阳
的箱包等，甚至是由产业协会牵头、整个产业
的龙头企业入驻。“这在全国综合市场的招商
中恐怕算得上‘神来之笔’。 ”雨花区商贸局一
位工作人员说。

应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
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征程上，高桥大市场蹄

疾步稳、信心十足。

23 年的精耕细作，高桥已跻身全国第三大综合市场。

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七十载春秋，湖南长沙踏着铿锵步
伐。

1996年， 长沙市区划调整设立雨花区， 建制改革于长沙市郊
区。

从位居长沙东南一隅，到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从承担城市
功能的“服务者”，到引领城市开放崛起的“弄潮儿”。 从 1996年至今，
在雨花区历届区委、区政府的努力下，特别是近年来，在新一届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雨花人把沧桑巨变镌刻在广袤的土地上。
基础设施大推进，新旧动能大转换，商贸物流大流通，民生事业

大繁荣……这奋斗，有你有我；这荣光，属于你我。 也许你只是普通
的上班族；也许你从外地而来把小家安在了雨花；也许，此时年轻的
你正在激情创业……每个平凡的你，是雨花硕果的缔造者，也是雨
花硕果的享受者。

今天，我们追寻雨花巨变，只因为深刻懂得并自觉践行，万水千

山，不忘来时之路！
今天，我们刻录雨花巨变，只因为深情回望才能昭示未来， 雄

关漫道，竞数风流看今朝！
雨花巨变是系统而多元的。 今天我们选取了高桥大市场、高升

村、圭塘河等地，通过讲述背后披荆斩棘的故事，展示雨花区未雨绸
缪的忧患担当，清醒判断的万丈豪情。我们期待“以点推面”，勾勒出
创新创业的财富雨花、精致精美的品质雨花、共建共享的幸福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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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市场闯世界
——— 从湖南高桥大市场看雨花区开放经济

欧阳倩

开放是什么？ 高桥人有着自己的理解。

整洁有序的环境，风情各异的门店，琳琅满目的产品，漫步在湖南

高桥大市场，总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开放气质。

来自不同地域的货物，操着各地方言的客商，有条不紊的通关工作

人员，穿梭其中总能被开放的心态所感染。

不靠海、不临港，因其开放的品格、开放的优势、开放的作为，高桥

已牢牢把握着全国第三大综合性市场的“江湖地位”。

以高桥大市场为核心，
高桥商圈崛起，这也是雨花
商贸经济的缩影。

开放与经济
开放是一个区域保持生命活力

的源泉。 高桥大市场滚滚融通之潮
流，是雨花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共赢的经济之路。

“湖南市场看长沙，长沙市场看
雨花”。 如今，雨花区已集聚各类大
型专业市场 22 家。 一个个市场，划
出一道道优美弧线， 勾勒出一处处
繁荣商圈。

高桥商圈、 东塘商圈、 红星商
圈、同升商圈……他们“圈”住的不
仅仅是人气与财富， 更点燃雨花商
贸经济的激情与梦想。

1981 年 郊区蔬菜
上市 12600 万公斤、
鲜 鱼 上 市 56740
担 。 鲜奶产量为
392 万公斤，整个郊
区的社会总产值为
1.77 亿元。

1997年 雨花区建区后的第
一年，雨花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12.85
亿元，产业结构为 10.8:39.2:50.0。

2002 年 雨花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24.25 亿元， 为 1997 年
的 1.89 倍， 年均递增 13.6%。 此

时， 第三产业占全区 GDP 比
重 57.5%，在市内 5 区中排
名第一，明显呈现大都市城
区经济结构。

2007 年 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350 亿元，工业占据主导地
位，规模工业增加值 120 亿元。

2012 年 雨花区地区生产
总值达 740 亿元 （含长烟）， 人均
GDP达 1.6 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据
6成，为主导产业。

2015 年 雨花区地区生产
总值迈入千亿行列， 达到 1018.2
亿元（含长烟）。

2018 年 雨花区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 1888.16 亿元（含中烟），
综合实力、工业实力、投资潜力分
别居全国百强区第 30 位 、 第 19
位、第 15 位，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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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