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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魅力

桥梁两地
商会特色

2007 年首届湘商大会上，时任新
疆湖南商会会长郭运斌 （湘乡籍）参
与签署《湘商宣言》，并在首届湘商论
坛上慷慨陈词：“我们是奋斗的一代，
是崛起的一代。 我们是新一代湘商的
开拓者。 ”

这句话，是他对当代湘商的希冀
和寄盼,也是他对自己下海 20 年辛勤
耕耘的自我激励。

受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影响，上世
纪 90 年代由省直机关下海经商的郭

运斌，一路奋斗，一路探索，先后担任
多家上市企业的董事和董事长。 2005
年，他出任“中国水利第一股”新疆汇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依托
企业平台，涉足房地产、基础设施、生
物医药多个领域，为新疆、湖南经济
社会建设服务。 公司在长沙投资成立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多年来累计投资
近 5 亿元，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职业技
能人才。 2006 年，他成为新疆湖南企
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通过商会这个

更大的平台，服务援
疆 、招商引资 、助推
两地合作。

如今，一直心系
湖南的郭运斌又回
到故乡，出任湖南国
实控股集团董事长。
这家以实业投资、股
权投资、资产管理与
资本运营为核心业

务，涉及农、林业开发、矿产投资、股
权投资等领域的民营企业，正采用产
融结合的模式大举进军湖南的农林
产业。 目前，已经完成了 17 万亩的林
业资产并购并已经完成了土地的流
转，在湖南已初具农林产业航母的雏
形。 公司借助在深圳前海区成立的规
模为 50 亿的德施普基金平台， 通过
证券化运作，已经使农林产业形成系
统化、规模化的趋势，使农林产业的
价值得以重估。 我们期待郭运斌和国
实控股，在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系统
集成创新方面先试先行，能给广大湘
商湘企提供现实样板。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郭运斌及
公司资助大学生、捐助希望小学、赈灾
捐款，慈善总额达 500 万元以上。

“我不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但我
愿意做个开拓者。 ”郭运斌的话，流露
出一个湘商特有的“心忧天下 ，敢为
人先”的湖湘精神！

【往期回顾】今年 9 月，第六届湘商大会将在株洲拉开帷幕。为让更多人了解湘商、关注湘商，本刊推出《责
任湘商 创新湘商》专题。 7 月 5 日，第一期报道了湖南异地商会西南协作区如何打通发展大通道，深入推进以
资源利用、市场开拓为特色的输出型经济技术合作。 本期将重点关注湖南异地商会西北协作区。

第二期·西北协作区———梦撒“丝绸之路”
【草原、大漠、斜阳、丝绸之路，构成了中国西北部一幅极具特色的写意画。 “丝绸之路”，源起大西北，它是古代亚欧大陆互通有无的商

贸大通道，也是今天跨省、跨国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近年来，一拨又一拨湖南人怀揣着梦想踏上这条无形的“新丝路”，辛勤耕耘，播种希望，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力，为湖南与大西

北的经济技术合作助力。 “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篇章，在天山、在塔里木、在河西走廊……由中国湘商书写！ 】

跨越千里架虹桥
———青海、甘肃、宁夏商会打造湘商品牌，促进省际合作纪实

新中国版图的西北部， 青海、甘
肃、宁夏三个行政区唇齿相依。 不比
新疆的辽阔，不比陕西的富裕 ，但是
却以其特色资源和国家西部大开发
的政策优势，吸引着一批批湘商们西
进淘金。 湖南异地商会也随之陆续成
立发展起来———

2003 年，宁夏湖南商会成立。 从
最初的“湘籍知名人士联谊会 ”到现
在具有“家、窗、台、桥、带”多种经济
和社会功能的异地湖南商会，已吸纳
集团会员企业 38 家， 个人会员 170
多人。

2005 年， 甘肃省湖南商会成立。
以“团结湘商，合作共赢，造福陇湘”
为宗旨，目前旗下已聚集企业会员 72
家、会员 216 名。

2010 年 ， 青 海 省 湖 南 商 会 成
立……

以商会为平台，三地湘商积极促
进当地与湖南的经贸合作、呼应 “湘
商回湘”、助推“湘品出湘”、“优品入
湘”、 服务地方发展……架起了一座
湖南与当地之间的发展桥梁。

“湘品出湘”的“直通车”

今年 6 月， 在一年一度的中国·
青海绿色经济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
“青洽会”）上，湘品入青湖南绿色产
业园项目正式签约，成功落户青海海
东绿色产业园和门源县生物产业园，
为名优特新湘企产品及其孵化衍生
产品进入西北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近年来，青海省湖南商会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 ， 既服务在青海经
商、务工的湖南人，也积极促进青海、
湖南两省经贸往来。 尤其在“湘品入
青，青品入湘”方面，为两地企业搭建
“直通车”。 2012 年，依托商会平台，成
立了青海湘商购网络营销有限公司。
公司让青海的消费者了解湖南特色
产品，同时也向湖南市场乃至全国各
地积极推荐青海地域正宗的特色产
品，成为青海省与湖南省特色商品购
销的重要通道。

而在甘肃省湖南商会、宁夏湖南
商会 ，落实 “湘品出湘 ”同样不遗余
力。

甘肃省湖南商会 ，近年来为 “湖
南中小微型企业产品产销洽谈会 ”、

湖南“中博会”多方奔走，谈成了 9600
多万元的合作签约意向 ， 促销湘品
1479 万元。 最近，又与湖南红色传承
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力促 《红色
传承酱香系列酒》、《安化黑茶 》、《湘
绣》等湘品在甘肃的销售。 2010 年至
2012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连续三年为
商会颁发了“ 兴湘贡献奖”。

宁夏湖南商会 ，会长彭树其 （湘
乡籍）创办的宁夏紫树庄园葡萄酒业
有限公司，本身就是将宁夏特色葡萄
酒销入湖南以及北京、上海 、广东等
经济发达地区。

经贸合作的“助推器”

“2012 年中国·兰州经济贸易洽
谈会”（简称“兰洽会”）上，参会湘企
满载而归，共签约合作项目达 12 项，
总投资额度为人民币 67.96 亿元。

近年来，甘肃省湖南商会积极促
进两地经贸合作。 热情接待湖南代表
团考察甘肃，积极参与各种招商引资
活动，大力宣传和推介湖南与甘肃的
优势资源……商会会长钟继华牵头
组织指导建立和创办了“甘肃省湖南
商会短信群发平台”、“甘肃湖南商会
网站”和《甘肃湘商》杂志，与兰州、临
夏等地市招商局建立了项目信息沟
通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促进项目合
作。 今年湘企在甘肃的签约合作项目
达 20 个，投资总额将超过 100 亿元。
2013 年“兰洽会”中联重科布展 1500
平米，其西北分公司半年完成全年销
售目标的 100%。

“湖南异地商会是促进省际经济
技术协作的重要抓手。 ”湖南省经协
办主任毛七星这样评价。

在每年的青洽会、中小微型企业
产品产销洽谈会、清真食品及用品展
等活动中，青海省湖南商会全力协助
湖南企业参会参展、组展布展 ，成为
湖南代表团的“好帮手”。

在湖南省经济贸易洽谈会以及宁
夏“中阿论坛”、宁夏“中国宁夏园艺博
览会”，湖南省农业系统与宁夏农牧厅
业务对接以及宁夏“穆斯林回商大会”
等重大经济贸易活动中， 宁夏湖南商
会积极为两地的党政机关和企业铺路
搭桥。 近年来先后组织湖南籍企业家
60 多人赴宁考察，协助 10 家湘资背景
公司投资宁夏兴办实业。

地方发展的“服务员”

在青海、在甘肃、在宁夏，一位位
魅力湘商、一个个知名湘企让我们如
数家珍：

青海省湖南商会创会会长余湘
军（常德籍）是青海宝松投资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长， 辖属 10 家全资子
公司。 他每天要指挥调度“宝松系”繁
杂的公司业务 ， 却始终心系湘商发
展。 为缓解中小企业湘商融资困境，
他发起成立的湘商小额贷款公司，科
学调度，精细管理 ，成为湘商湘企中
小企业高效、信赖的资金池库。

甘肃省湖南商会会长钟继华（宁
乡籍），旗下有天源投资集团 、酒店 、
房地产、建筑工程、小额贷款、海南天
源温泉酒店等 13 家公司。 他投身商
海，却不忘公益事业 ，主动与全省最
远的少数民族贫困县迭部县结对子，
在大山深处建立起了湘企超市；并组
织会员企业捐款 ，仅去年以来 ，就向
陇湘两省捐款近 600 万元。

宁夏湖南商会会长彭树其（湘乡
籍）是银川锦绣江南大酒店 、宁夏紫
树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宁夏紫树
庄园枸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领头
人。 他利用企业平台，推广湘品湘菜，
宣传宁夏品牌。 积极参与宁夏党委、
政府开展的富民创业活动，主动配合
安置就业，为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尽心
尽力。

还有青海省湖南商会执行会长
唐建成领办的青海湘企博西雅建材，
先后七次被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
“十佳诚信企业 ” 等多项荣誉称号 ；
“博西雅” 商标成为西宁市和青海省
“知名商标”。

……
湖南人在青海涉足矿业、 地产、

生态农业， 在甘肃涉足矿产开发、房
地产开发、百货超市、建材经营、化工
医药、酒店管理 ，在宁夏涉足金融投
资、矿产开发、房地产开发、土特农副
产品深加工等产业 ， 均享有较高声
誉；受益于产业带动 ，湖南的工程机
械产品 、建材 、食材 、湘瓷 、湘茶 、湘
酒、湘烟等纷纷进入青海、甘肃、宁夏
及其等周边省（区）。 以商会为平台，
湘商服务“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
写就了一篇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地华章。

在今年 4 月召开的第 17 届中
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上， 位于陕西咸阳西咸新区的秦汉
新城出手不凡，累计引资 53.2 亿元，
引人注目。 这座总面积达 291 平方
公里的新城， 是西咸新区五大城市
组团中面积最大的文化新城， 也是
未来大西安重要的历史人文符号和
文化坐标。 在这座崛起的新城中，有
着中国湘商积极参与建设的身影。

由陕西省湖南商会名誉会长刘
思甜（株洲籍）牵头，湖北省湖南商
会会长朱宏斌（攸县籍）、荆州市湖
南商会会长何立华（南县籍）合作，

共同发展秦汉新城海子湖等项目，
包括酒店、 会所、 管委会总部建设
等，总投资 50 亿元。 这个“大手笔”，
不仅是湘商助力陕西城市建设的有
力见证， 也是他们推动湖南经济发
展的平台和渠道。 随着工程建设即
将开始，他们的建材在涟钢买，他们
的建筑队伍在湖南请， 这样把湖南
的产品、 湖南的业务带到了渭南平
原。

“用大项目助推湘陕两地大发
展， 是陕西省湖南商会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刘思
甜告诉我们。这个大项目，不仅涵盖
了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养老地产等
子项目，同时也包括矿产资源、天然
气、医疗、建材、贸易等多个领域全
面推进的综合性服务项目。

2003 年 4 月 6 日，湖南在全国
的首家省级异地首家商会――陕西
省湖南商会在古都西安诞生， 时任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贺同新到会
祝贺。首任会长刘思甜提出“发展陕
湘经济、做好社会服务”的思想，引
领商会发展。现在，会长的接力棒交
给了陕西正茂物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政， 他以同样的责任感引领
着商会跨越式发展。

———为陕西引资。 竭诚加强全
国各省商会之间的经济、技术、信息
的交流与合作， 这几年商会为陕西
引来各类投资超百亿元， 助力韩城
黑猫集团、韩城黑猫建陶陶瓷厂、三
一重工 6S 店、老百姓大药房等落户

陕西。
———在陕西投资。把会员“带出

去”参加省内外各类经贸交流活动，
把招商部门“引进来”现场推介，一
年多来， 促成湘企客商参与陕湘投
资达 10 亿元。

———为公益奉献。 为家乡架桥
铺路、捐资助学、修敬老院，先后为
湖南冰灾、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
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抗灾、
救灾行动捐款近 2000 万元。

从最初的“同乡同业公会”到现
代湘商群体组织， 商会已成为参与
陕湘重大经贸活动的排头兵、 扩大
跨省投资经营的参谋长、 服务湘商
湘企湘友的勤务员。

“搭建商会平台，就是要湘商共
同发展， 就是要带动家乡人共同富
裕。 ”刘思甜表示。

多年来，刘思甜在陕西、株洲创
办了多家公司，并任董事长，业务涵
盖房地产、矿产资源、医疗、建材、贸
易、能源、酒店和物业管理等多个领
域。他经营的凯宴连锁酒店，在西安
已发展到 5 家， 成为当地知名酒店
品牌，为带动税收、就业做出了积极
贡献。他积极参与陕西城建，先后投
资建设了汇成和苑、长丰园、兰池家
苑、曲江靓丽家园、曲江大明宫先锋
花园、铜川锦绣园新城、芙蓉镇国际
大酒店、 博祥大厦等一大批省级重
点工程项目。他组织商企回乡投资，
现正洽谈攸县新区项目， 前期投资
预计 1 亿元。

“作为商人，追求企业利润无可
厚非，但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商人
也要讲政治。 ”这是新疆湖南商会会
长、 新疆欣业矿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万超（常德籍）的格言。

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打拼 10 年，
万超把他的“政治觉悟”化成了对共
产党的组织忠诚、 对各族人民的深
情厚爱，化成了参与政府援疆工作、
积极投身产业援疆的自觉行动。

2010 年夏， 由时任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甘霖带队 ，7 个相关厅
局、岳阳市人民政府、娄底市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及湖南异地商会会长
一行 120 人， 组成 “天下湘商天山
行”考察团访问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书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政委张春贤亲切会见各位湘商
代表，并召开了“湘商参与新疆跨越
式发展座谈会”。 这次政府层面的活
动，由新疆湖南商会鼎力承办，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从人力、物力、财力
等方面给予会议全方位保障， 赢得
了与会企业家的尊重和赞许。

同日，在“湘新合作暨新疆湖南
商会理事会换届大会”上，万超被选
为新一届会长。 他带领商会以实际
行动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推动 11 个
湘新合作项目正式签约， 投资合作
总金额达 60 亿元。

“讲政治必须
服从大局， 服务大
局， 必须讲国家和
民族利益， 必须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 万超用三个
“必须 ” 解读他的
“政治观”。

在担任商会会
长期间， 万超把参
与援疆工作作为商
会的一项政治任务
来抓。 主动与湖南
援疆前方指挥部对
接， 引导会员积极参与湖南援疆项
目建设，同时把产业援疆作为重点，
在吐鲁番投资 5000 万元的交河民
俗大巴扎项目， 于 2011 年 3 月开
业， 解决当地各族群众 200 余人就
业，年创利税 3000 多万元。

万超管理所属公司年营业额达
10 亿元，利税达 1 亿元，解决各族群
众就业 2000 余人 ， 参与公益性捐
款、捐物金额累计超 1000 万元。

2009 年，万超一次性为“新疆民
族团结基金”捐款 186 万元现金。 在
他的影响下， 商会会员主动捐款合
计 90 万元。 在昌吉、且末、和静捐建
希望小学合计 160 万元； 为湖南援
疆的吐鲁番实验学校捐赠教学设备

和现金折合 40 万元；帮扶有困难的
少数民族学生捐款捐物累计达 80
万元；湖南特警维稳新疆期间，安排
维稳保障用车， 捐款捐物累计达 80
万元……一组组鲜亮的数据， 见证
了万超作为当代湘商的社会责任。

“讲政治、重经济、善服务、勇
创新 ”———自治区主要领导这样评
价新疆湖南商会和他们的会长。

由于贡献突出，新疆湖南商会连
续三年荣获湖南省人民政府“兴湘贡
献奖”； 被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
室评为“湖南异地商会先进单位”；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
“招商引资先进单位”。万超个人被评
为“招商引资突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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