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物的发展总是要与社会的进步
联系在一起的，雨花人深谙其理。

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的时
代，善谋善为的雨花人巧借“互联网”
东风，试以打造高端现代的农博会，让

“传统农博”向“智慧农博”转变。
一个巨大的创意温棚徐徐绽开，

温棚外的现场舞台则以一个巨大的
“@”伸展开来，同时现场辅以六大农
业方阵，围绕在“@”周围。 随即，巨大
的电子屏瞬间变成手机界面， 一个具
有互联网时代标识性的“农博会二维
码” 显现在观众面前……开幕式上撼
动人心的场景，就是这场巨变的开始，
它彰显着雨花人打造“大数据时代的
云农博、永不落幕的农博、全民互动型
农博、奥斯卡农博”的宏伟愿景。

愿景之下， 雨花人更付诸了大胆
创新。

手机超级 APP 应用《小辣椒》在
今年农博会上强力推出。 一个几十万
人规模的 APP 用户群，实现了农博会
从线下交易的单一形式向“线上 + 线
下”立体交易的转型!
� � 首次搭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雨
花区主导惠民科技有限公司与纵横会
展公司合作，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打
造“网上农博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让“指尖购美食”成为一种新时尚。

为了让网上农博“永不落幕”，自
今年起， 农博会组委会还与湖南惠农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将网上农博会移
植到稳定运营的互联网平台。今后，商
家和消费者可从中国惠农网进入

“2014 湖南农博会”板块，继续逛农博
会。惠农科技每年将投入上千万元，用
于维护农博会网络平台， 让农博会热
潮不断延续。

曾以泥土芬芳而亲民的农博会，
在褪去泥泞、融入“大数据”元素后，更
因便民而备受追捧!

� �据统计， 今年农博会每天线上订
单不下 1000 个。 8 天展会期间，农博
会指定电商平台“手机农博汇”官方微
信关注者达 6.35 万人，APP 注册用户
4.5 万人，实现线上交易订单 2.3 万余
笔，交易额达 185 万多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朴实勤
劳的雨花人，十六载砥砺为农情，一个

“永不落幕”的农博会理所当然，势所
必然！

“要将农博会办成一次充分展示
农业成果，深入加强区域交流的新平
台，办成一次不断展示国内外农业新
技术、新产品、新成果的新窗口，让这
块金字招牌不断熠熠闪光。 ”在今年
农博会的开幕式上，副省长张硕辅的
致辞慷慨激昂。

金字招牌，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内
涵充裕。

据统计， 历经十六年的发展，农
博会展出产品累计达到 16.8 万余种，
成交额超 1860 亿元！

农博会“金字招牌”的打造，首先
是产品过硬。

湖南粮食集团、 湖南茶业集团、
唐人神集团、 湖南金浩……农博会
上，农产品巨头齐齐坐镇。 舜华临武
鸭、安化黑茶、永兴橘子……农博会
捧出的一大批“明星”，也正因有着过
硬的产品质量而不断发展壮大。

今年农博，流沙河“土花猪”惊艳
了整个会场。 尽管售价比普通猪肉高
出三倍，但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对它的

喜爱，前来订购的市民和客商络绎不
绝。 仅家乐福一家企业就一举签下亿
元大单。 年产值近 10 亿元的流沙土
花猪， 更是连续 3 年被评为农博会
“金奖产品”。

农博会组委会相关责任人介绍，
为了让百姓采购到货真价实的农产
品，组委会特别为参展企业提供“真
源码”防伪溯源服务，所有参展产品
均有“农博会参展产品”属性二维码，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物美还要价廉。 经过近三年的探
索，雨花区以福惠百姓为宗旨，在本
届农博会大力推出“直销区”，直销配
送长沙市的农产品。 直销店农产品的
价格普遍低于周边市场 10-30%，真
正让惠于民，让市民买得舒心、放心。
现场的火爆人气，也直接呼应了农博
会在老百姓心中的认可。

2014 年，300 多个国家级、 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携手国内外 1500 多家
企业参展农博会，跨地域、跨国界的
企业集中参展，更显示了农博会的无

穷魅力。 黑龙江的五常香米、新疆阿
克苏鸡蛋大的红枣、平遥的牛肉和老
陈醋、打“飞的”越洋而来的澳大利亚
乳品……国内外农业企业带着自己
的名品、精品，不断亮相农博会的舞
台，广袖长舒、各领风骚，让这场“农
业大戏”愈发精彩纷呈。

星移斗转，农博会从“长沙为主”到“湖南
为轴”，再到“闪耀中部”，人山人海，满目琳琅。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 中部农博会，8 天
展期内共吸引国内外近 100 万人次参展参观，
成交总额首次突破 200 亿元。 农博会，再创新
高！

这样令人振奋的数据背后，是雨花人不为
人知的艰辛付出。

财力、人力、物力……一个区承担一个偌
大的展会，要面对多少难题？

据统计，近几年举办的农博会，每年都有
数百万人摩肩接踵而至。 在一个展会集中区，
数百万人的安危也同样系在了雨花的手中，使
命何其重？！

一届农博的闭幕正是下一届农博运筹之
始。 永远在农博路上的雨花人，还来不及抖落
满身的尘土，舒一口气，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忙碌。

每届农博会， 雨花全区上下紧绷一根弦。
从区委、区政府到单位部门，再到每个人，都荣
幸地称自己为“农博人”。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是雨花区全区
上下一致的信念。

一次一次的调度会，宣传、综治、维稳、信
访、公安、交通、交警、消防、建设、食安、安监
……各项事宜面面俱到。

十六年来，农博会一届比一届火热，一届
比一届出彩。 尽管政府班子换了数番，但为政
者的“农博情”却始终未变。

“全区一盘棋，必须确保农博会安全工作
的万无一失！ ”在今年农博会开幕前夕召开的
调度会上， 雨花区委书记邱继兴数次强调，掷
地有声。

宝剑锋从磨砺出。 历经十六年的发展，农
博会以“中国品牌展会金鼎奖”、“新世纪十年
中国会展产业杰出典范”、“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专业展会”、“中国十大创新特色展会” 等一系
列荣誉称号， 向人们展示雨花人的辛勤付出，
雨花人的博大情怀！

为了以全新面貌举办好今年的农博会，雨
花区财政斥资近 4000 万元， 对农博会的承办
场所红星国际会展中心的主场馆、场馆Ⅱ和周
边配套设施进行提质改造。

“洗脸打粉”、检修改造、绿化维护……焕
然一新的红星会展中心，以骄人的面容，舒开
臂膀，拥揽五湖四海的青睐者。

重任挑肩，大处落墨。 农博会绽放异彩，愈
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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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

会落幕已一月有余， 但在雨花区井湾

子街道李娭毑的心中，却仍有余温。从

1999 年开始，每年 11 月中旬，为期一

周的满心采购，已成为她的惯例。

展会未到，她期盼；展会闭幕，她

期待。

与李娭毑一样， 对农博会注入深

厚情感的，大有人在。

十六载农博会， 留下的不仅仅是

一种记忆、一种恩惠，更是一份情怀、

一份持续可现的期望。

从 1999 年一个小小红星村的小规

模展会，到如今辐射至中部六省、全国、

乃至世界。 十六载农博，在福泽一方百

姓之时，得以经久不衰，溢彩流芳。

这，是一种魄力、一种魅力、一种

坚持之所为。

这，是敢为人先的雨花人，蕙质兰

心描写出的一幅“不落幕”的画卷！

“湖南借助中部农博会这个优质

平台，积极推介名优产品，大力引进优

质项目，切实加强交流合作，着力发展

现代农业，有力加速了向“农业强省”

跨越的步伐”。 在 2014 中国国际 （湖

南）农博会开幕式上，副省长张硕辅再

次对农博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看雨花区如何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会

■ 本报记者 王晗 陶芳芳 通讯员 雨轩

历经 16 年的发展、壮大，中国中
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实现了从“红星
农博”到“中部农博”的蜕变升华，成为
现代农业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极
富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农业品牌
展会。仿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娃娃，成长
成了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

办农博，雨花有着独特情怀。雨花
区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了农业。但这
16 年来，雨花人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好
一件事情：办农博！且不断追求着一届
比一届品位更高、 影响更大、 效益更
好。这份情怀，源自雨花人对中央促进
农业发展 1 号文件， 对省委 “四化两
型”、“农业强省” 战略的持续贯彻、落
实和全面深化农业改革的生动实践，
更源自我们对老百姓“民以食为天”这
种民本情节的理解和重视。

办农博，雨花清楚其重要意义。就
百姓而言，它亲民。 16 年来，农博会已
经完全融入了平常百姓家，“大年初一
过新年，每年 11 月逛农博”成了人们
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效益而言，它可
观。 借助中央、 省市及社会各界的支
持，历届农博会展出农产品 16.8 万余
种，成交额 1862 亿元 ，参展 1840 万
人次。强大的经济功能、文化效应和社
会效益，有力带动了湖南农业、中部农
业产业的迅速发展。 农博会已成为雨
花加强与区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全面展示雨花、宣传雨花的靓丽窗口，
对实现雨花区打造中部现代服务业中
心的战略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
用。

办农博，雨花矢志不渝。传承着历
届农博会的丰富经验， 沐浴着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东风， 今年农博
会，我们以“掘金新农业”作为贯穿农
博会的主线，采用互联网思维，深挖现
代农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传统农博”
向“智慧农博”的华丽转型。 雨花始终
致力于不断超越，追求卓越，力争打造
一个永不落幕的农博会。

今年 8 月， 在经国务院清理整顿
论坛、展会后，农博会被列在湖南经国
务院批准的由政府举办的四大大型展
会之首。使得这一少年，还能在后续的
成长中， 不断地焕发他炙热的生机与
活力。

为此，雨花人必将坚守！

一片丹心系农博
长沙市雨花区委书记 邱继兴

大情怀 护航农博十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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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众多消费者在 2014 农博会现场选购参展商品。
③农博会现场人流如织。

①

②

③

④ ④苗家女孩现场炒腊肉，让顾客免费品尝。 苗家女孩打起迎宾鼓吸引顾客。

来自湘西的参展商展示 1.7 米长的腊肉。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