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响在渝湘商的“集结号”

湖南境内带“化”字的县，多是当年蛮

族聚居地，民风彪悍刚烈，气质粗豪坚毅。

眼前的黄刚强，便是如此。 虽然经历了

10

多年的商海沉浮，看遍尔虞我诈，仍没有脱

去血脉里的这种刚直和坚毅。 说话全无顾

忌， 直来直去：“所有利益中最关键的利益

是金钱利益， 而能把众多湘商真正切实联

系起来的只有资本，因为有资本就有利益，

有利益才能使得所有人真正向同一个方向

前进。 ”

黄刚强认为， 钢材生意是湖南人在重

庆最大的生意，比如马家岩板材市场，

80%

的经营者都是湖南人。 目前在重庆各大钢

铁市场， 如隆鑫钢材市场、 大渡口钢材市

场，

30％

的商人来自湖南。 这群湖南钢材商

一年的营业额约在

20

亿左右，占重庆整个

钢材市场份额的

30％

左右。

据悉， 这些湖南钢材商的发家史大都

如下： 先是作为湖南的某钢铁厂驻重庆办

事机构的代表在重庆拓展业务， 然后再跳

槽出来自立门户。 目前这些湖南商人在重

庆以销售建筑钢材为主。

黄刚强的个人创业经历便颇具代表

性。

1983

年开始，他曾先后在乡镇企业、办

事处担任重要职位。但是，山里人特有的不

安分一直潜藏在他骨子里。

1998

年他只身

来到重庆，选择了贩卖钢材，和朋友合作，

很快就创立了同创物质有限公司， 主销钢

材，生意做得热火朝天。

在黄刚强看来，有朋友走遍天下，没朋

友寸步难行。投资钢材生意的成功，更让他

看到了抱团的重要性。 “做生意就是处理人

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生意场上没有朋

友，也就没有生意”。

目前至少有

10

万湖南人在重庆，其中

有

6

万人是在重庆白手起家发财致富的，

约

8

万人已在重庆安家落户。 而且近几年

来渝的湖南籍人士，主要是以经商为主。而

早期来渝的湖南人，从政的则占了大多数。

“最近几年我和朋友讨论的最多的就

是如何将这

10

万多人拧成一股绳”。 于是

重庆湖南商会成立后， 黄刚强就利用商会

的人脉和资金，酝酿新的项目。 为此，他看

中了綦江工业园。

綦江工业园距綦江县城区约

7

公里，

距雷神店高速公路出口

3

公里。

210

国道

从北至南纵贯园区， 渝黔高速公路从园区

东面经过， 是重庆出海大通道上理想的投

资地。

黄刚强认为这里的交通、 区位和能源

优势可以成为一个联系重庆湘商的平台。

经过綦江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湖南商会的

协商洽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重庆市湖

南商会在綦江工业园区内建设 “园中园”

———重庆湘商工业园。

据黄刚强介绍， 落户綦江的湘商工业

园是湘商在渝运作的第一个工业园， 该园

规划面积为

1

平方公里，总投资

12

亿元以

上。 截至

2010

年，已经签约并首批入驻该

工业园的项目有

4

个 ， 总投资达

1.22

亿

元，涉及汽摩配件、齿轮、标准高晶板建材

以及电力高档施工用具和检测用具生产

等。

同时，为了带动园区的发展，黄刚强购

地

38

亩，创办重庆市綦江乾宁齿轮传动有

限公司和重庆市乾宁金

属回收有限公司，公司下

设锻造厂、齿轮精

加工厂、热处理分

厂、 装配车间等，

随后企业迅猛发

展，目前已在全国

有

17

个销售点。

“这个园区说

到底 ， 赚钱是其

次，它最重要的功

能是成为湘商团

结起来的平台”。

为了更好地

团结湘商，促进湘

商崛起，打造当代

湘 商 品 牌 ，

2008

年，在省经协办的

大力支持下，黄刚

强积极筹办了首

届湖南异地商会

年会。据他介绍，首届年会

的着力点就在于构建省域

经济协作网络， 调动异地

湘商积极性， 为湖南富民

强省和新型工业化服务 ；

推动扩大对内开放， 引进

资金、技术和项目，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协

作水平。

“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工商联、省政

府驻京、沪、穗、深办事处等相关部门领导，

全省

14

个市州政府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由此可见， 省领导对我们湘商群体的重视

程度”。谈到这里，黄刚强言语里充满感激，

“湘商力量的日益壮大，也是省委、省政府

亲商、爱商、护商政策直接催生的结果”。

茅台醇，

重返家乡的投资

推开公司大门，“湖南久圣酒业有限公

司”蹦入眼帘。 走进办公室，一个规规矩矩

的长方形，桌上茅台醇的酒瓶特别显眼。深

呼吸，似乎满屋飘着酒香。

在此之前， 黄刚强从来没有做过白酒

的销售。 当他投资

3000

万元成立这个公

司，作为湖南地区的总代理商，代理贵州茅

台醇的销售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认为“他

疯了”。

“有人说我因为爱喝酒而卖酒，其实也

不是。 做生意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赚钱”，黄

刚强坦白得让我们惊讶，“我不认为把赚钱

摆在第一位是丢人的事情。 怎么对家乡作

贡献？怎么回馈社会？这都是以赚钱为前提

的”。

说到选择代理“茅台醇”，黄刚强滔滔

不绝，“先说酿造吧，其源头赤水，那真是一

条神秘之河”。他告诉我们，曾经有段时间，

为了提高茅台酒的产量， 人们有过多次尝

试， 比如到设施和交通较为便利的遵义去

开辟新址，用同样配料，同样秘方，同样的

工序，甚至由同样的师傅亲手造酒。 结果，

不可思议的是，不管如何下功夫，酒味还是

发生了变异，茅台的原汁原味硬是出不来。

其中原委连科学也解释不了。

“所以咯，人们依然回到赤水河畔相对

封闭的茅台镇上， 依然保留某些手工作坊

式的程序。 这也是至今茅台酒的产量不高

的原因。她从历史风尘中一路走来，身上所

积淀的丰厚人文内涵。 有些是我们意识到

的，有些是至今并不认识的”。 黄刚强给我

们讲起了他所认识的“茅台”。

1915

年，茅台酒“出席”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 看上去脏兮兮的粗陶罐显然不合洋

人们的“眼缘”，让参展人员搬出去。谁知搬

运过程中一不小心摔碎了， 顿时酒香溢满

房间。 几个洋人鼻子尖，一嗅之下愣住了，

再蘸了一点儿品味， 啧啧叫绝……这才有

了后来的获奖。 黄刚强感叹道：“这个奖得

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曲折中透

露着必然。 那就是茅台的魅力无可抵挡”。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是， 红军长征

经过茅台村，曾用茅台酒擦洗受伤的脚，治

疗拉肚子，去痛消炎，颇为灵验。 后来敌人

就大造其谣，说红军抢掠成性，居然用茅台

酒洗脚洗澡，暴殄天物，一时间沸沸扬扬，

对红军的声誉很不利。 民主人士黄炎培却

不信这一套，他写过一首诗，大意是传言未

必可信，我辈可置之不理，还是喝咱的茅台

酒吧，抒发了一番冬夜畅饮的欢快之感。毛

泽东读到这首诗大喜， 在黄来延安时特意

宴请并表示感谢，席间谈起此诗，两人兴致

盎然。

“当初我听到这个故事， 唯一的感觉

是：不管用茅台酒治病，还是躲进小楼开怀

畅饮，能把是是非非权且抛在一边，表现的

是一种超脱境界， 它只突出了两个字：好

酒！ ” 黄刚强对茅台的理解超乎我们的想

象。 在他的眼里，茅台酒来自民间，来自大

地，来自根基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古人云

“茅台村隶仁怀县，滨河土人善酿，名茅台

春，极清洌”。 这“滨河土人善酿”一语，便道

尽了它的民间本色。 它不是帝王将相的玩

物，也非宫廷秘宝，也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

早早地戴上“国酒”“名酒”的桂冠，四处张

扬的样子。

而茅台醇柔和酱香型系列白酒产品，

则是茅台酒集团创造性地研制并推出新包

装酱香型酒，无论在用料、工艺，还是精心

勾兑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科学性。 “这是第二

茅台”。 黄刚强介绍道，“茅台醇系列酒经过

九次蒸煮、二次投料、八次加曲、堆积发酵、

七次取酒，生产过程历时整整一年；又精心

勾兑并存放五年以上方才出厂。 因此使得

很多高沸点香味物质得以保存， 低沸点物

质被发挥，所以酒体醇和绵软、窖香浓郁、

细腻丰满、回味爽净”。

或许很多人认为喝酒伤身。 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 就拿茅台醇来说，整个酿造过程

全都道法自然，因地制宜，顺应春夏秋冬的

自然交替规律， 让五谷之精魂与四季之华

韵浑然融合于一体。 而经过长期陈酿和精

心勾兑后， 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如醇类及硫

化物等有害物质， 富含蛋白质及多种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 因此适量饮用对身体有

益无害。

“茅台醇是绿色无污染酒、健康酒。 代

理茅台醇， 为的就是让父老乡亲放心喝好

酒！ ”黄刚强如是说。

除了赚钱，选择代理“茅台醇”，黄刚强

更多的是出于对“茅台”的热爱。 当初很多

人并不看好他这次的投资， 而出乎意料的

是，他的这种热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服务即效益， 用户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课

题，看不到问题就是问题”，带着这样的理

念， 黄刚强带领公司员工坚持走质量效益

型道路，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快市场

拓展步伐，成立不到两年的公司，年销售量

达到了两千万，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目

前已在全省的

14

个地市建立了

71

个销售

点，每个月的销售都成倍增长。 湘阴、娄底、

益阳、冷水江、新化、常德等地更是瞩目。

“这只是我回报家乡的第一个项目，以

后还要多元化。 为建设和谐湖南作出更积

极的贡献！ ”黄刚强这样说道。

如今， 像黄刚强这样的杰出湘商正活

跃在祖国的东西南北。 或许，所有的湘商都

在思索，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激荡中，湖南

人能否实现经济 “湘军” 的历史性角色转

换？湖湘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未来的湘

商精神又是什么？ 经济“湘军”能否确立其

“铁军”地位？

黄刚强给我们总结了湘商的四大优

势，一是有忧国忧民之赤心，二是有坚韧不

拔之毅力，三是有善抓机遇之智慧，四是有

抱团互助之作风。 这四大优势，其实也是所

有湖南人的强势所在。 事实上，湘商的崛起

已成燎原之势， 湖南异地商会的建设更是

后来居上，截至

2010

年，全国

29

个省市区

组建异地商会

134

家。 处在快速发展时期

的湖南商会， 定会与中国当代商会的开创

者浙江商会遥相呼应， 成为耀眼的双子星

座。

湘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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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２０11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五

10

主 任： 毛七星 马宁

副主任： 祝拥军 徐勇 陈炜

主 编： 陈炜（兼） 陈于思

第

三

期

天

下

湘

商

湘商动态

湘籍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在崛起。

2009

年，全国第一家湖南异地商会———重庆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黄刚强投资

3000

万元打造湖南

久圣酒业有限公司。 作为贵州茅台醇在湖南地区的总代理商，在全省

14

个地市

71

个区都有销售点。

这位说话声音宛如洪钟的安化汉子在“知命”之时，用行动推翻了“湖南人只会打仗、从政，而不善于

经商”的论调。

大批湖南企业的成熟，标志着中国经济舞台上又一只商业群体的成长；不过，与影响深远的中国另

5

大商帮相比，湘商的登台，显得有些零散和迟缓。

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日臻成熟，湖南人声名鹊起，英名远播，而在经济舞台上，重政轻商的湘湖弟子

经历了钝化锐气到商海搏浪的蜕变，在歌坛湘军和电视湘军的夹道间，驶出第一批商业战舰。

黄刚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正在崛起的经济新群体

———专访重庆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黄刚强

本报记者 徐 勇

“青洽会”湖南商界恳谈会

在西宁举行

6

月

9

日 “青洽会” 湖南商界恳谈会在西宁举

行，省经委、省国土资源厅的领导先后介绍了青海

的省情、资源概况、投资环境以及重点投资项目。 近

年来，湖南省和青海省以“青洽会”和“湖南经济合

作洽谈会”为平台，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层

次不断提高，两省共签订重大合作项目

40

个，合同

金额近

100

亿元。

47万平方米高品质人居，

荣耀一座城

娄底新区核心、 城市主干道新星大道……众

一·桂府基于这样的珍惜地块而生，此外，娄底二大

桥、城市生态公园、涟水河及沿江风光带、沃尔玛商

业广场也都近在咫尺，城市配套得天独厚。

众一·桂府为目前娄底最大地产项目， 规划共

2479

户。整个项目以尊重自然，保留自然山水为前提，

建筑依坡就势，

4

千万巨资打造

10

万平方米主题园

林，绿化率远超

50%

，使得家家有靠山、户户都阳光。

在

47

万平方米社区中，不管是星光露天泳池、

欧式风情商业街、豪华商务酒店、国际幼儿园，还是

网球场、羽毛球馆、健身会所、欧式风情商业街等配

套，又或是国家首批一级物管资质物管，智能化安

防系统，都透视出对您

70

年品质生活的极度关怀。

2011

，众一·桂府以惊人之势，别墅产品和南区高层

全新发力，旨在为娄底带来全新的人居高度。

麓谷信息港

麓谷信息港位于湖南长沙国家高新开发区核心

地段，毗邻高新区管委会，是国家级软件园———长沙

软件园的二期工程，现已成为省重点工程。 项目占地

257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约

4

亿元人民币。 麓谷信息港将为近

200

余家高产

出、高效益、高技术的企业提供良好优质的发展平台，

成为一流的高新技术交流、研发、孵化、输出基地。

招商电话：

0731-88992811 88992822

湖南省安徽商会（筹）公告

为弘扬徽商精神，凝聚徽商力量，充分发挥徽商

在湘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湘

皖两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湖南省经济技术协

作办公室 （湘协﹝

2010

﹞

107

号 ）审查 、湖南省民政厅

（湘民办函﹝

2011

﹞

13

号）批准，同意筹备成立湖南省

安徽商会，并确定由湖南金城置业有限公司等

9

家发

起单位牵头负责湖南省安徽商会的筹备工作。望广大

在湘安徽籍商家见此公告后， 踊跃申请加入本商会

,

有意者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湖南省安徽商会（筹）

2011

年

4

月

15

日

联系电话：

13875996368

传 真：

0731-82214348

联系地址： 长沙市五一路湖南省政府机关二院

21

栋

404

室

湘江北去。 （资料图）

版式设计 王 冠

遍布全国的茅台醇经销店。

众一·桂府社区图

麓谷信息港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