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模式”已见雏形

在综合试点上积极创新，长沙得到了商
务部领导和专家的肯定认同，“长沙模式”初
现雏形。

在经营方式创新上，通过“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 长沙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携
手发展， 农贸市场由国企与民企共同开发、
共同经营，产权归国企所有，引进专业化民
企农贸市场管理团队进行经营，培育商户主
体，营造商业氛围。

在消费模式创新上，贯彻落实社区商业
“双进工程”，推动消费从高档消费、中心消
费、单一消费、商品类消费转向大众消费、社
区消费、综合消费、服务类消费，着力打造社
区“5 全便利店”。

在技术创新上， 电商企业快乐购打造电
视、电脑、手机“三屏”互动的综合性电子商务
平台，通过覆盖全国的电视网络、网上商城的
影响力和品牌辐射早已从湖南“走出去”，遍
布全国各地，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在产业链模式创新上，实行“农户 + 龙
头企业 + 超市”的产业链模式，“农户”包括
各类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商；“龙头企业”主要
提供物流中心和信息平台建设、 冷链储存、
运输、 农产品深加工及配送等生产与服务；
“超市”包括经销商、批发商和超市及终端客
户，各环节依靠物流信息平台和相关系统实
现联动。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本着“公益性、示范
性、带动性”的原则，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引
导， 从三个层次对农贸市场进行了提质改

造，新建了一批市场。 对大型农贸批发市场，
以股权投资、 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湖粮、新
五丰、马王堆等大型批发市场建设，形成了
政府参股控股的“米市”、“肉市”和“菜市”。
对县（市）批零兼营市场，以市、县两级政府
控股或参股的形式，新建或提质改造中型农
贸市场，完成了“农贸对接”，发挥区域带动
性，形成了地域性农产品集散地。 对社区农
贸市场，以全资投入、政府回购或回租等方
式控制产权，使农贸市场在国有资本的调控
下体现公益性。 由点到线再到面，形成了具
有“保供应、稳物价、安民生”功能的三级现
代农产品交易市场。

机制创新为“长沙模式”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活力。一是新型物流机制。致力于发展第三
方、第四方物流，鼓励试点企业提供集仓储、运
输、加工、包装、配送等一体化的全程物流综合
服务。如“天骄动车”城市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
第三方物流平台项目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技
术，为农产品建立电子档案信息、全程追踪溯
源系统等，充分满足生产基地、农产品流通企
业及消费者对物流快速响应的个性化需求。

二是公共服务机制。 围绕服务协同、资
源共享、数字应用等重点，建设农产品物流
公共综合平台。 如长沙市消费公共平台项目
（鹰皇），以线下实体商家为服务对象，提供
线上推广服务， 在市商务局主办的第六届

“福满星城”购物消费节中，为商家带来客流
近 1000 万人次， 拉动本地消费增长超过
100 亿元。

三是科技创新机制。 支持试点企业采用
高科技管理、交易手段，如长沙市肉菜溯源
体系采用猪肉灼刻激光码和电子化结算管
理，有效保障了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实现了
肉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
形成安全的供应保障渠道。

四是融资支撑机制。 如长沙市商务局与
长沙银行签订了授信 30亿元的战略协议，为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企业群提供金融支持。
长沙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心与民生银
行建立战略合作， 共建长沙市小微企业服务
平台，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服务。

一位专家介绍，借助国家试点良机，“互
联网 + 农产品流通” 等关键环节重点发力，
政府精心服务， 市场主体顺应时世积极作
为，市场创新结合机制创新，在中部快速形
成全国性的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长沙
模式”值得好好研究和推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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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一大早，汇米巴长沙旭辉藏郡店迎来了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回头
看”活动现场考察组。

汇米巴“5 全便利店”窗明几净，商品琳琅满目，瓜果蔬菜姹紫嫣红，高品质的米面粮
油摆放整齐，交通罚款缴纳、煤电水气缴费等便民设施门类众多，还有当天凌晨做出来的
放心早餐和正餐，热热即可食用，长沙市副市长廖健等看后都感到非常满意。

“互联网＋农产品流通”显奇效

———长沙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回眸

李治 袁芳 沈滢

步步高集团投资的汇米巴“5 全便利
店”是长沙综合试点重点项目。 为了满足
不同层级顾客的需求， 做到线上线下无
缝链接， 汇米巴打造云猴 WIFI 便利品
牌，以加盟的形式出现。 三年之内，汇米
巴计划发展至 500 家， 云猴 WIFI 店达
到 2 万家，同时开发阿拉丁、机票、高铁
等便民服务。

借助步步高集团的云猴等“互联
网＋”平台，汇米巴等项目成功解决了电
子商务最后一百米的问题， 其物流配送
模式为农副产品插上了飞速流通的双
翼。

以社区“5 全便利店”为载体，集成商
品购买功能和服务功能， 借助遍布大街
小巷的网点、四通八达的配送体系、灵敏
的市场触角， 农副产品以最快速度进入
千家万户！

自三年前成为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
试点城市以来， 长沙在线上线下同时发
力， 正在成为成熟的全国农副产品交易
集散中心！

国家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主要是
探索突破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瓶颈，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模式，突出先
行先试和引导带动效应，打造一批典型和标
杆，为全国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经验。

国家连续三年共支持 9 亿元，投资规模
之大、扶持力度之强，在长沙经济发展史上
罕见。 长沙将现代服务业综合视为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点途径。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高度重
视，要求做好试点文章，充分挖掘长沙的潜
力，借助并放大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和长沙
日益凸显的区位交通优势，强力推动长沙现
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紧扣建设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任务，“互联网＋农产品流通” 成为关键一
环。 政府引导，市场发力，一大批优秀企业脱
颖而出！

在商务部门积极推动下， 长沙“互联
网＋农产品流通” 领域已经形成四大集团
军：一是农产品信息平台，如农商通、稻之
道。 二是农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如湖南粮食
集团。 三是农产品电商平台，如今年新上市
的快乐购。 四是农产品物流信息平台：如天
骄物流旗下的“天骄快车”，是目前国内物流
行业唯一跨省的自主经营收费平台，客户覆
盖湖南、贵州、云南、江西、湖北等省，平台每
天 200 多万条即时货运信息， 全天 24 小时
滚动刷新，信息发布后第一个来电的时间小
于 10 秒， 信息发布到成交所需的时间平均
为 5 分钟， 用户每天在线时长 6 小时左右，
平台每天物流日成交额超过 2 亿元，年交易
额近千亿元。

综合试点项目“农商通”则在全国率先
打造出 86077.com 农村商贸综合服务平台，
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服务农村商贸流
通的 B2B+O2O 电子商务平台，以“一县一
站、一村一社”的模式服务于广大农村商贸
流通， 使农村商贸流通企业移民互联网，农
村商贸流通业务实现电商化，使“名优特工
业品下乡， 原生态农产品进城”，86077.com
农村商贸综合服务平台模式将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实现快速发展。

86077.com 农村商贸综合服务平台包
括 4 个子平台： 分别是 B2B 城乡超市供应
链平台、 物流配送平台、 电子商务进农村
O2O平台、 金融便民服务平台、B2B 城乡超
市供应链平台采取区域站点（一县一站）合
作形式，使区域站点享受区域农村电商创新
模式的独家代理权益， 区域 O2O电商受益
权，获得千万农村电商市场收益，成为区域
最大的电商。

农商通董事长李乐安表示，在现代服务
业综合试点等政府工程推动下，公司发展渐
入佳境，年内有望登陆“新三板”。

湖南粮食集团充分利用水路、 铁路、公
路等资源交相融合的优势，开通了“北粮南
运”铁路散粮运输专列，扩建了粮食物流码
头，完善了电子商务和大宗交易平台，成为

“北粮南运”南方首个战略节点。 借助试点示
范的发展机遇，湖南粮食集团借助互联网技
术大干快上，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效益
连续翻番：2012 年销售收入 218545 万元，
利税 846 万元。2013 年销售收入 420098 万
元， 利税 3283 万元。 2014 年销售收入
924709 万元，利税 8152 万元。

“我们招商早就招满了！ ”大河西农产品
物流中心同样在“互联网 +”模式中尝到了
甜头，以线下市场为基础与线上市场有机联
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尽管市

场还在建设中， 但已有 1000 余户商户签订
了意向协议，交纳了诚意金，广东、上海、江
浙、 黑龙江等地一级批发商户和东北大米、
新疆哈密瓜、台湾热带水果等天南海北的特
色产品都纷纷前来洽谈合作！

因势利导， 在现代服务业试点工作上，
商务部门着眼于线上与线下、现货与期货相
结合的交易模式创新，满足农产品贸易的多
层次、多规模、多种类、多变化的需求。 鼓励
传统商业企业步步高、家润多等企业从线下
走到线上，扶持快乐购、网上供销社等企业
从线上走到线下，拓展销售渠道。

如网上供销社采用“实体 + 网络”模式，
线下建立“菜伯伯”放心农产品社区店，线上
开通网上供销社商城，城区消费者可以到社
区店购买，也可以在网上商城下单，再由社
区店配送到户，形成了“网定店取”的模式。

南方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是采用现货
与期货交易模式最为典型的案例， 对稻谷、
玉米、油籽等特色大宗农产品期货，采用竞
价交易，今年以来，已成功举行了国家临时
存储粮食竞价交易会 7 场，其中 4 场稻谷交
易，3 场玉米交易，交易额达 65 亿元。

正如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衡华所说，以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为契机，长沙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 创新经营模式和服务业态，加
快新兴产业发展，抢占了移动互联网
等新产业和新平台的制高点！

被国家纳入现代服务业试点城市三年，
长沙成效斐然。 通过聚集政策资源，创新体
制机制，打造了一批示范园区，融合了线上
线下两种模式， 完善了农产品流通体系，促
进了农产品物流的率先发展，全市社会物流
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全市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 GDP 比值由 2011 年的 18.3%降低
到了 2014 年的 16.5%。 线上线下同步打造
的“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已初具规
模。

长沙以农产品现代物流产业为突破，以
“互联网 + 农产品流通” 等重大项目实施为
抓手， 共征集了四批农产品流通领域项目，
其中三批共 68 个项目通过审核实施， 总投
资 158.5 亿元，截至今年 5 月底，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113.3 亿元，占总投资的 71.5%，部
分项目已竣工顺利投产；第四批项目已完成
评审，即将加快推进建设。

一批辐射能力强，示范作用明显的农产
品物流园区焕发出蓬勃生机。 以马王堆蔬菜
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南菜北运”中心，以红星
冷链为核心的“西果东运”中心等多个现代
农产品物流中心的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逐步形成了覆盖全省，辐射华中乃至全国的
巨大农产品交易网络和配送中心。

同时，一批现代电子商务园区的建设得
以快速发展。 雨花电子商务物流园融多种功
能于一体，为企业提供物流电子商务运作公
共平台，建成后将成为辐射中南地区的国家
级区域现代仓储、物流配送、电子商务枢纽
中心。 高新区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深入开展
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次创业”，致力打造

中国移动电子商务总部基地。
通过试点项目的实施，有效带动了长沙

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一大
批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推动马王
堆、红星、高桥等大型市场外迁和提质，仓储
物流建设加速推进，试点期间预计新建和改
建标准仓储 600 万平方米，推动全市拆违控
违整体行动顺利开展。

2014 年长沙服务业增加值 3261.09 亿
元，同比增长了 9.7%，占 GDP 比重 41.7%，
连续两年增加 1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省会
城市第 6 位、中部省会城市第 1 位。 商务部
近日下达《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绩效
评价复核情况通报》，长沙再一次被评为“优
秀等级”，位列同批试点城市第一名。

连续三年，长沙都获得同批试点城市第
一名！

眼下，长沙正在打造现代仓储、物流、商
贸业的升级版上下功夫。 各区县（市）、园区
都在牢牢抓住试点契机， 积极申报项目，努
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升级。

长沙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开展现代服务业综
合试点的要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
式转变，通过巩固和扩大现代服务业综合试
点的示范效应,�落实服务业倍增计划， 让农
副产品的无形之翼越来越强劲，全面建成成
熟的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打造中部
现代服务业中心！

当“互联网 +”为农副产品流通插上腾
飞的双翼，现代服务业也将为城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点燃火箭助推器！

【 】农产品流通：“互联网 +”商机无限

【 】不辱使命：连年折桂

为农产品插上双翼
8 月 28 日，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回头看”活动中，长沙

市副市长廖健一行现场考察汇米巴“5 全便利店”，考察组对汇
米巴当天做当天卖的“放心午餐”颇感兴趣。 “5 全便利”指五
分钟到达、购买便利、功能齐全。 范远志 摄

长沙市物流节点规划布局图

快乐购在做新疆红枣的外场直播。

高桥市场全景图。 高桥大市场是中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性市场， 全国
排名第三。 成为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项目
后，发展提速，正在建设“实体店展示中心”
+“大物流大仓储体系”+“电子商务”的现代
商贸服务业全产业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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