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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典型的楚文化熏陶下的汉子，谦
和、儒雅，充满节制。很难让人想象，看上去
如此温厚的人， 骨子里会有那样强烈的果
毅和霸气：只因朋友的一句戏言，就铁了心
要突围国际市场。几年下来，他领军的元拓
集团已发展成为包括嘉鱼恒鑫脚手架制造
有限公司、 天津和顺昌脚手架制造有限公
司、长沙恒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长沙恒帆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佳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长沙欣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南
昌恒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元拓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八家子公司及四大生产
基地的集团化企业， 成为国际金属市场尤
其是脚手架生产领域的一支劲旅。

“英语盲”进军国际市场
有谁可以想到， 不到20岁就开始从事钢

材经营的游炎明，真正瞄准国际市场，竟是因
为朋友的一句戏言，“你永远干不了外贸，你
连英语都不懂，还谈什么国际贸易！”

惯常低调的游炎明并不回应， 答案给出
在几年后。2005年，已经成立了长沙湘佳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的他开始正式踏上国际征途，
他招募了几个英文专才， 向欧美目标群体挨
家推荐自己的产品。 他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和
售后服务，平日里常和技术人员一起论证、比
较产品的优劣。 不管售出多久一旦得知任何
投诉或不满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修缮。一年半下
来，原本110公斤的游炎明就瘦到了80公斤。

一个对国际市场一无所知的“门外汉”
硬是凭着自己“愚公移山”的赤诚与毅力，
在竞争对手如云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并
迅速向中东、澳洲等地辐射。

自主创新 瞄准亿元“蛋糕”
游炎明尤其钟爱脚手架行业。他认为，

脚手架质量的好坏随时会影响到很多建筑
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因此这个行业需要
更多的关注。2011年，他取意“开拓新纪元，
创新永无止境”，领导企业研发了自主品牌
“元拓”系列产品，产品以国际标准严苛自
律，防火、防滑、承载强，从而实现简单、高
效、安全。例如一栋30层高楼建筑物外墙脚
手架，面积为5万平方米，一般脚手架则需
要30人作业，采用“元拓”产品4-5人即可，
极大地提高施工效率。

他麾下企业正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匹
黑马。2010年实现创汇1700万美元，2011
年达到3800万美元， 今年预计将突破8000
万美元，下一步则计划向1.5亿美元进军。游
炎明表示， 面对全球脚手架市场每年大约
600亿美元的大蛋糕， 中国分得的比重还很
小很小，需要更多的供应商密切配合，共同
做大。

永铭感恩 设立元拓文化感恩基金
多年来，他以“安全、高效、责任、感恩、

和谐”作为企业精神，带领元拓集团积极创
造就业机会， 向社会提供了近1000多个就
业岗位。他深信，活着就要有“成就他人之
心”，要具备对个体、家庭、企业、行业、国
家、社会的六大责任，因此他还专门设立元
拓文化感恩基金， 用来帮助行业内因突发
事件致残致伤员工和需要帮助的困难群
体，以及捐助福利院、养老院等特殊群体，
并对自己公司及合作伙伴的员工进行《孝
经》、《弟子规》等感恩培训和专业技能指导。

所谓得道多助，游炎明的仁爱之心也收
获了丰厚的回报，目前公司已与中建、中冶、
中铁、 建工等多家大型建筑单位多番合作，
产品畅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美洲、非洲和
大洋洲等地区。 ■记者 刘婷婷 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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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亮：心系民生，打造社区便利店
不论是伦敦、华盛顿、维也纳等国际大

都市，还是在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这些
繁华城市，社区便利店总占据一隅，与商业
街、购物中心、大卖场一起支撑起零售业态
的四方之席。

1997年， 湘潭柴油机厂的一名高级
工程师—龙亮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投
身商海。他先后试水批发销售、便利超市
业， 曾为湖南省针棉产品供应商大户和
众多知名品牌代理商，却因一偶然事件，
放弃了商业场上多年积累的成就， 转而
专心经营社区便利店， 为民生的改善奉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是2006年，某日在大超市购物，结
账区前一白发长者买了几件小物什却排
队等候了近二十分钟， 龙亮心中泛起阵
阵不忍，他想现在的超市虽然品种齐全，
但是人流量大， 居民买东西尤其是零星
购物特别不方便， 而现有的很多社区门
店良莠不齐、陈列无章、货品真假难辨。

如何才能给居民提供便捷、 可信、舒
适的购物环境， 这位研究生毕业的谦谦
儒商陷入了深邃思索。

国际模式 小小便利店也有大学问

2006年，他在湘潭岚园小区开设第一
家店， 正式进入便利店经营， 专注惠民产
业。 在龙亮的经营哲学里，“小小便利店也
有大学问， 也要致力做成全省首屈一指的
大品牌，给市民快捷、品位的享受。”

在龙亮看来，便利店的经营并不简单，
不是随处开几家门店，肆意扩张就能做大做
强，而需要跟国际接轨，引进最先进的营销
理念。 多年来， 他多次考察“美宜佳”、
“7-11”、“可的”等国际国内品牌便利店拓展
模式和广东、上海、北京三大城市的便利店
发展途径，研习出一套便利店的湖南“遍地
生花”经，打造“万福龙”湖南连锁便利店的
金字招牌。

六年四百家 欲创湖南连锁便利店品牌

6年之后，通过积极申报国家商务部“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办企业”， 开发超赢POS
系统，制定合理的加盟战略，以湘潭为中心,
在湖南遍地开花的“万福龙”便利店总数达
到了418家，年销售达2.1亿元，成为湖南社

区商业便利店和湖南特许加盟的行业先锋。
龙亮非常看好便利店的发展，他认为，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能及时、方便地
为周围居民提供日常所需的小区便利店，
避开了斗得热火朝天的大卖场竞争， 消费
群较稳定，将是今后的主流趋势。

他计划“十二五”期间以长株潭为中心
向湖南其它11个市州大力发展连锁加盟，
实现2012年门店总数突破600家， 年销售
达4.5亿。2013年总数将突破1000家， 年销
售达10亿。在未来5年将打造成三湘大地最
大、最专业的连锁便利店品牌。

领航潮流前线 便利店提供多元化服务
2011年，“万福龙” 购地10000多平方

米兴建物流配送中心， 联手中国最大的电
子商务平台，与淘宝牵手，成为“淘宝代购”
湘潭总代理。

龙亮介绍，现在国际上便利店都实现多
元化经营，除了代购，还提供寄存钥匙、帮助
喂狗、浇花、修剪草坪等服务，每逢周末，社区
便利店内放七八张软椅，邻居们坐在一起，喝
着咖啡聊聊时事、谈谈社区活动，不亦乐乎。

万福龙目前已向居民开展了代缴话
费、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收费，免费即食食
品加热服务等等，将逐步向国际趋势靠拢，
努力打造湖南社区商业便利店和湖南特许
加盟的最优品牌。

■记者 刘婷婷 实习生 陈文慧

陈进斋：投身环保大潮

节能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根据相关规划，到2015年，国内节能服
务产业大军中将出现年产值达5亿元的
企业50家，年产值达2亿元的企业100家，
整个节能服务产业年产值将突破3000
亿元。 正是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到市场
风向，2009年，陈进斋入主长沙众力电
气有限公司。 陈进斋整合公司十年优
势资源，专业从事电机、水泵及成套电
器的节电研究与产品开发， 以丰厚的
阅历率领众力电气在波谲云诡的商场
上开疆辟土。

EMC管理模式规避投资风险
EMC是一种基于“合同能源管理”

机制运作的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专业
化公司。 目前这种管理模式盛行欧美，
但是在中国仍然只是试点型小规模应
用。长沙众力电气有限公司于2005年率
先采用新型的合同能源管理 （简称
EMC）模式，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
同， 向客户提供能源效率审计节能项
目设计、原材料和设备采购、施工、培
训、运行维护、节能量监测等一条龙综
合性服务， 为能源用户减轻节能技术
改造的资金负担和投资风险。 并通过
与客户共享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
益来赢利和滚动发展， 有效地节约项
目成本。

国际顶级专家打造技术舰队
众力电气力邀国际顶尖科技专

家， 并依托与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等
高等院校的战略合作， 组建了一支实
力雄厚的技术团队。 毕业于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电子工
程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的周爱细博士担
任公司PLC首席顾问兼研究室主任，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美国海军研
究局特聘专家的方建农博士担任PLC
程式编写专家。

在旗下一批高尖技术人才的创新
研发下， 有六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拥
有成熟专业技术13项。其中中央空调机
组自动清洗技术， 由以色列专家发明，
能最大限度发挥冷凝器的热交换效果，

节能率10％～30％。相控调压技术有效
解决“大马拉小车”状态下电机本体的浪
费问题，节电率达15％～45％。

节能环保产品斩获发明金奖
长沙众力电气有限公司深耕节能环

保领域，为“长沙市合同能源管理推荐单
位”，系列产品先后被评选为“湖南省建
设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和“湖南省重点环
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项目”、“长沙市十
大优秀节能工程”等。

其节能产品在国内市场一骑绝尘，
斩获中国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金奖。
并成功运用于多个项目，带来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研发的“中
央空调变频智控节能系统” 在长沙长信
大酒店、 华都大酒店等单位适用后，节
电率达到35%； 研发的水泥产电机系
统、供水厂供水系统的节能产品，为广
深铁路广州站、岳阳县新墙水厂、中国
移动长沙分公司等十多家企业各节约
电费3000余万元。 众力电气的先进科
技让项目能源实现“所供即所需”，为
节能环保提供把把长戈利矛， 成为环
保浪潮的节能王者！

■实习生 李雪梅

游炎明：创新脚手架自主品牌
驰骋国际市场问鼎节能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