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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农业高地进发向现代农业高地进发
————从中部从中部（（国际国际））农博园看一个企业的情怀和担当农博园看一个企业的情怀和担当

目前，中部（国际）农博园正通

过广泛招商、不断吸纳湖南名、优、

特农产品企业入驻园区、优化和丰

富农产品结构。

招商地址：长沙市万家丽路与

石坝路交会处

招商电话：0731—85319111

网 址：http://ciac.52nc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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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数据采集：根据产品品类、企

业属性等各方面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二）商务活动：策划年度商贸活动方

案，推广产品品牌，促成产品销售。

●（三）网络技术：S2B2C、O2O 技术服

务、推广、交易、电商集约、渠道引流。

●（四）仓储物流配送：通过智能物流、生

鲜冷链的技术提供快捷、安全的物流服

务。

●（五）园区运营体验：根据品类设立地

标、一县一品、三品一标、跨境产品体验

中心。

●（六）财务结算服务：办理供应商与渠

道商之间的现金收付和往来结算业务的

专门机构。

●（七）产业金融：为企业提供灵活运用

的金融产品服务。

曹 辉 欧阳倩

一个民族，需要脚踏实地、仰

望星空的人民。同样，一个区域，

需要情系百姓、放眼未来的企业。

中部（国际）农博园便是这样

一个企业。

2016年，从长沙市雨花区一

个城中村起航，农博园自觉扛鼎起

农业振兴、扶贫攻坚的社会责任，

驶向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蓝海。

从城中村到现代农业商城，变

的不仅仅是名称，更是居住条件、

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从现代农业

商城到千亿级农产品交易专业市

场；提升的不仅仅是产业模式，更

是城市形态、市场业态。

在农博园我们看到了一个企

业的追求：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

会”，针对涉农企业，提供农产品展

示、体验、推广、孵化、销售、智能物

流等共享服务。

在农博园我们体会到了一个

企业的温情：对贫困县域企业，免

费入驻；对来自贫困县域的创业

者，免费提供场地和孵化服务。

在这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园区，

一个个企业、一个个创业者埋下一

颗颗发展的种子，他们共同凝聚起

巨大能量，带来产业格局之变、发

展品质之变！

埋头搞生产，抬头愁销路，这早已不是现

代农业的形态。

现代更多的模式是“各司其职”的体系化

运作：田间播种的作物，有着专人负责收购和

销售；销售也不是“无头苍蝇”般的乱转，而是

依托专业园区平台，通过电子商务、专业展

会，做交流、建资源。中部（国际）农博园搭建

的就是一个从田间到市场的专业运营平台。

中部（国际）农博园建设的初衷之一，是

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会。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坚守：1998 年，从

长沙市雨花区红星村的展会萌芽，农博会雏

形初现。二十一载春秋，农博会走出湖南，登

上世界舞台，被确定为唯一准许以“中国中

部”冠名和作为主办方的农业博览会。

每年11月前后，无数企业从全国各地赶

来，他们共同绘就着农业的精彩与荣光，农企

的创新与奋进，新时代农民的担当和作为。

诚然，农博会是农业交流合作的“助推

器”、“催化器”，但毕竟每年参展企业有限。

并且，展会之后呢？怎么把这种资源迅速转

化成线下的合作？从2015年，长沙市委、市

政府提出这一课题。

作为农博会主要承办方之一的雨花区

委、区政府，更是竭诚希望农博会能从一年一

次的“展会”变为“常驻宾客”。

基于这个背景，2016 年，中部（国际）农

博园开工建设，项目面积11万平方米。

湖南省安徽商会会长、中部（国际）农博

园屈东森董事长动情地说：“农博会是湖南一

块叫得响的‘金字招牌’，我们希望在专业团

队的运营下，打造出农产品千亿级销售产业

集群，建设服务中部农业及农产品企业的展

示销售共享平台。”

不少农博会参展企业慕名而来。“我们从

2005年开始，一直参加农博会。得知农博园

有线下的展示、体验平台，对我们企业而言，

无疑又是一次发展机遇。”武冈香干的创始人

之一邓林峰，2018年6月，得知农博园项目后

迅速对接入驻。他介绍，以前公司的模式是

建立省市县三级代理，现在随着电商的发展，

更多的合作是从生产企业直接销售。“农博园

农产品企业相对集中，在这里我们信息灵、渠

道多、产品销售市场更大了。”

这是农博会的延续，更是农博会的延

伸。园区还开辟线上农创网，利用互联网拉

动线上交易。同时，与阿里巴巴、苏宁超市等

线上商城互通，整合各地优质农产品信息，解

决农产品供需信息不畅难题。

目前，园区入驻了30多个国家优质特色

农产品，建成了国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农产品馆，吸引了8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

入驻。未来，农博园将建设122个涵盖云南、

山东、青海等省会的专业展馆，让市民足不出

园就能体验到全国高品质农产品。

中部（国际）农博园地处雨花区高桥

村高石坝小区。这是一处拆迁安置小

区。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雨花区高桥

大市场日益崛起。

慢慢地，在高石坝小区自发形成了物

流园。由于村民各自为战，各类大型运输

车辆进出频繁，消防及交通安全隐患严

重。

2015 年起，长沙市着手物流市场搬

迁，并对高桥片区进行提质改造。

改造，首先要想老百姓所想：物流市

场退出后，老百姓的生活来源怎么样保

障？

雨花区委、区政府敏锐感知，在大量

调研的基础上，最终拿出一套方案：村民

之前一楼的门面，交由村里统一打理、统

一流转。村里成立新高桥商务管理有限

公司，与农博园进行洽谈合作。农博园按

照集中流转的面积，支付租金。村民李爹

爹介绍：“物流园搬迁后，门面交由村里打

理，我们不愁出租问题。现在我们家每个

月有将近5000元的租金。”

片区整体品质的提升，是改造的重

点。

片区功能不清，分！占地600余亩的

农博园，拥有11万平方米商业面积，分为

国际、全国、湖湘农业区和创意创业区、美

食休闲区、农耕文化区加配送中心七大区

域，展示、销售、体验、文化、餐饮等功能明

确。

外立面风格不一，改！雨花区统一进

行墙面清洗修复，更换护窗，统一设置门

店招牌，主要临街面窗户统一更换雨阳

棚、防盗网。

基础设施，改！雨花区先后出资对电

力线路进行迁改，对生活管网口径进行增

大；楼栋间路面铺设沥青，增划、规范了千

余个停车位。

如此，路畅了，街美了，定位清晰了！

伴随着一系列举措，高石坝小区脱胎换

骨，完成了升级“改版”。

同时提质的，更有农博园对企业的服

务。

“我们的服务，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一

店一铺，而是搭建一个综合性战略平台，

将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生产、检测溯源、

流通销售要素构架成农业物联网产业链

平台。”屈东森董事长介绍，对于市场成熟

的企业，农博园服务的重点是为其拓展市

场、对接资源；对于成长期的企业，园区的

细致服务甚至包括了为其设计商标。

安化县梅城镇的周腾飞2018年11月

来到园区，彼时，她带着的是“裸茶”——

高品质的黑茶，没有品牌，没有包装。让

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客户上门选购完产

品后，周腾飞简单套个塑料袋就算完成了

“包装”。“后来园区工作人员找到我，跟我

强调品牌的重要性。”周腾飞说，在园区的

帮助下，目前她找到了第三方机构正在做

品牌设计。“去年以来，园区组织了多场节

会，如年货节、美食节等，带着我们去参

展，帮助我们拓宽了资源。”如今，周腾飞

的黑茶年销售量超过300万元。

“你来，我们为你安好家。”这是农博

园的服务理念之一。

秉持这样的思路，园区不断与长沙

市、雨花区相关部门对接，在园区成立一

站式服务中心，从财税、商标注册、工商备

案、金融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

今年，农博园还成立 50 亿元产业扶持资

金，分为两部分，为企业解决供应链金融、

产品孵化等难题。

身处城市，却情系深山。

“我自己是农民出生。我们现在做农

业产业，归根结底是希望农民能依靠农产

品致富。农民富，农业才能兴旺。”屈东森

在一次会上的讲话，让听众动容不已。

绥宁县，雀林国学村。山的那头还是

山。漫野葱翠、绵延青山，锁住了乡愁，却

也绊住了发展。

千余户农民耕田种地，披星戴月却勉

强糊口。雀林国学村村委会主任黄始坚

看着茂盛的红薯发了愁：“这么好的原生

态农产品，在村里用来喂猪。可惜了！”

一句“可惜”既是对现状的无奈，更饱

含着对脱贫的渴望与希翼。

2015 年，黄始坚叫上同镇的 10 名兄

弟，每个人凑了6万元钱，装上十多袋农

民家做的农产品，租了一辆小皮卡车就来

到了长沙。没有客户基础，没有销售渠

道，也没有品牌意识，他们一直亏损。

一次偶尔的机会，农博园团队了解到

了这 11 名苗族兄弟来长沙创业的故事，

向其伸出了“橄榄枝”。农博园为黄始坚

等人提供了102平方米的门店，并出资60

万元为其装修和培训，免除了2年租金。

11名农民创业者迅速摘掉贫困的帽

子。曾经让黄始坚发愁的红薯，迅速细分

成了多个市场：搬上菜桌，是上好的生态

蔬菜；还可以是喷香的红薯，或者可口的

红薯干，甚至制作成红薯粉。创始人之一

的刘星，更是注册“红薯妹”品牌。刘星、

唐结平等人更是在老家盖起了新房。“我

们以前住的木屋老房子，现在住上了小洋

房。”

黄始坚等人更是呼吁组建了 4 个农

村合作社，将镇里百余名贫困户组织起

来，一起发展。

“以前我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种什

么更有针对性，也不愁销路。”贫困户唐秉

龙介绍，他家的红薯地从 20 亩扩展到了

70 多亩，每年的收入也增加了 1 万元左

右。

在扶贫领域，农博园投入了 5000 万

元，组建了“农业扶贫产业链示范园”、“扶

贫电商集约中心”等，提供2万平方米的

商铺为扶贫区域的农产品作为展示体验

窗口。

同时，在园区中心商业街提供区域，

组织贫困县在长沙举办“赶集”活动。目

前，园区入驻了包括龙山、新化、平江等

30多个贫困县域的200多家企业。

一份创新一份创新：：打造打造““永不落幕永不落幕””的农博会的农博会

来农博园，企业能
享受什么服务？

服务入驻企业，农博
园聚焦点在哪里？

农博园目前在终端市
场形成了三大制高点

零售行业农产品选品基地 为新零售企

业提供高品质农产品采购、农产品价格行

情及金融、仓储、物流等服务。

农产品电商综合服务基地 运用“互联

网+”农产品打造S2B2C模式，运用信息化

技术构建便捷、省心的家庭生活，为电商

平台提供采购渠道、物流等综合服务。

中国湘菜食材采集基地 以可检测溯源

的食材产品、绝对实惠的价格、便捷的送

货方式、优质的金融服务成为湘菜餐饮品

牌提供食材一站式采集平台。

社区社群 通过与长沙市各主流社群

社区公司建立供销合作关系，打造社群社

区电商渠道集约配套服务，为更多的社群

社区集采、物流等提供服务。

电商运营 通过与各主流电商平台合

作，打造电商渠道集约中心，为上游企业提

供更多流量入口，为下游电商平台提供优

质特色农产品选品和物流服务。

大宗贸易 为商超渠道和餐饮渠道精

准匹配相应的适销产品，并提供有效安全

的供应链金融支持。

农创荟定 将园区企业的产品特色、

品质，量身定制符合客户需求的精品农产

品。

进出口贸易 园区根据出口要求对园区

企业的产品孵化，对接国外资源做好通关、

交易服务。

提质改造后的农博园街区。 李健 摄

农博园内湖南创新体验展示馆。

专业、集约化的仓储，为企业节约流通成本。

中部（国际）农博园

（前身为农创园）鸟瞰。
李健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部（国际）农博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