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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异地商会为推动全省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

是

2010

年

4

月

5

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强湖南异地商会建设支持湘商发

展的意见》， 更是迎来了湖南异地商会发

展的重大机遇。 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与全力支持下， 在省经协办的直接指导

下，我省异地商会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

据统计， 中国排名前

500

位的企业

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竟有

200

人之多。 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

华为的任正非、华润的宁高宁、万科的王

石、华远的任志强等我们都耳熟能详。 在

商界，有军事经历的更易成功，这已成为

一种现象。 我省现有

23

个异地商会，而一

半以上的商会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有入

伍从军的经历。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

扛过枪，上过前线，也救过灾，抓过悍匪，

无论是零下近

50

度东北无人区， 还是海

疆边陲，还是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都

留下了激情岁月的足迹。 也曾沐浴枪林弹

雨、奋战在火线 ；也曾开山劈路 、掘洞搭

桥，他们指挥千军万马，不在话下，他们把

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

的国防事业和建设事业。 在新时期，他们

激流勇进、弄潮商界，在大江南北演绎了

一部精彩的老兵新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他们通过部队

这个大学校， 学到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做

事的宝贵经验，不管到哪里，他们都矢志

不忘军人的优良传统和牺牲精神。 他们利

用所掌握的专业和丰富的社会资源，积极

投入到为商会做好服务的工作中去，赢得

了世人的尊敬。

如今，在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

场经济的新时代， 他们本可以停下脚步，

安安心心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赋闲

养心。 但是，他们却选择来到商会，将自己

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商会，热心地服务企

业，反哺社会。

他们褪下军装，但永远不会褪去军人

本色！ 他们离开军营，投身商会，完成了人

生中的一次华丽转身。

军人对朋友的忠诚、对岗位、事业的

执着，原则性与创新性的完美结合，善于

沟通和交流的亲和力， 以及大局思想、效

率理念、专业的服务意识、丰富的社会资

源等特点，都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所亟需的

宝贵财富。 军人们的加入，无疑对商会的

会员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成为推

动商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异地商会是企业的‘娘家’，而经协

办就是商会的‘娘家’。 ”省发改委党组成

员、省经协办党组书记、主任毛七星如此

形容省经协办与商会与企业的血肉关系，

“军人出身的商会工作者， 他们政治方向

把握准，业务水平高，通过支持有军队经

历的老战士进入商会，采用这样的“拥军”

形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异地商会’发展”。

在毛七星看来， 在商会有机融入湖湘文

化、红色文化、各个地域的先进文化，特别

是军旅文化，可以更好地为提升湖南区域

竞争力，促进富民强省和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更好地加强各个区域的经济文化

交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而第

84

个建军节即将来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让我们走近这群活跃在商会中的“最可

爱的人”，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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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浙江商会：

军旅锤炼出组织执行力

黑龙江省湖南商会：

有责任有义务做榜样

湖南省安徽商会（筹）：

把商会当成自己的事业

安徽省湖南商会：

淡薄名利才能更好服务

湖南省川渝商会 ：

团结就是力量

湖南省陕西商会（筹）：

永葆军人的使命感

湖南省广东商会 ：

锐意进取 全面发展

湖南省河南商会：

亮剑商海，“老转”的激情与梦想

现任浙江商会党支部书记、 秘书长的应永来是一名有着

43

年军

龄，军衔为大校的老军人。

2004

年

6

月从军队中退下来后，就马不停蹄

地参与到商会的筹备工作中，这一干就是

7

年。 用他的话来说，真是缓

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湖南浙江商会是湖南省内规模最大的异地商会， 有着

1200

多家

会员。 如何组织服务好这支规模庞大的商会队伍，应永来将从军积累

的组织执行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确保商

会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其次，要有大局意识，使民营企业家拥有

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奋斗目标，这样才能形成合力促进发展。 再次，要不

断提高个人素质，做到铁的纪律与创新精神相结合，起到榜样作用，引

导企业家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2008

年

1

月，黑龙江省湖南商会成立。

4

年来，商会发展态势良

好，从成立之初的

30

多家会员单位发展壮大为现在的

200

多家，不论

在黑龙江省还是在湖南省都有着很好的商誉和知名度。

据商会秘书长、曾任武警哈尔滨指挥学院副校长、宣传部部长易

亦敏介绍，在黑龙江创业的湘籍商人普遍比较年轻，从商经验不足，他

们期望通过组织的力量，拥有交流的平台、依托的阵地，为他们在宏观

上指明发展的方向，在方式方法上给予经验，为他们起到一个榜样的

作用。

“我们军人在思想理念、为人处世、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要比这些年轻

人丰富得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做一个榜样。 ”易亦敏说。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徽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创造了奉行

行业“货真、价实、热诚、守信”的“徽商四德”和讲究义利之道的商业文

化，孕育了“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谐”的“徽商精神”。如今，徽商在

湘的人数日益增多，湖南省安徽商会也在积极筹备当中。

拟任商会秘书长的何佑民曾是一名军人、大校军衔。据他看来，军

队工作与地方在工作方法、组织能力、工作目标等方面有相通之处。而

军队、商会都会有层次分明、责任到位这些共性的东西，从军经历成为

他从事商会工作的宝贵财富。商会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它是民间组织，

起着纽带、桥梁的作用，服务性强。

“商会中企业的自由度较高，产业差异大，所以要做好商会工作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佑民说，“我们在省经协办指导下，不只把异地商

会的工作当成事情办，更是当成事业去办的。

7

月

1

日，我们召开了组

建大会，积极投入到湖南安徽商会的筹建中去。 我们要为现有的

58

家

会员企业，以及涉足于房地产、药业、食品加工、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

服好务，让他们发展得又好又快。 ”赤子之情，溢于言表。

安徽省湖南商会是在皖湖南商友之家， 湘企创业发展之平台，规

模虽小，但却是一个团结齐心、拼搏奋进、有爱心的“湖湘儿女之家”。

每逢会员企业家过生日，商会都会送上生日蛋糕与衷心的祝福；组织

结对帮扶活动，为企业提供帮助、排忧解难；得知在皖读书的学生生病

住院，因家庭贫困无法得到治疗，商会与会员企业为她筹资捐助

．．．．．．

“我已是退休的老军人，退休之后来到商会工作，不在乎名，不在

乎利，只想着为乡亲多做点事。 ”现任安徽省湖南商会副秘书长陈求

说，“我们商会的领导都有自己的事业，忙中抽空来管理商会，服务乡

亲，不为别的，都是因为这份浓厚的乡情将我们绑在了一起。 ”

2010

年，湖南省川渝商会成立，这是湖南省第一个跨省联合商会，

以服务川渝籍企业、联系政府，依法维权、交流信息为办会宗旨。

“我们商会的筹备过程比一般商会的筹备要更复杂、更艰难。 因为

我们要同时奔波在四川和重庆两个省市之间，克服很多困难。 ”现任川

渝商会秘书长吴长辉说。

当兵出生的吴才辉体会过部队的吃苦精神、战斗精神，深信团结就

是力量这个真理。 他认为只有将在湘的川渝企业团结起来，大家团结

一心、抱团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

当前，湖南省陕西商会正在筹备之中。 湖南省陕西商会秘书长郑

练练说：“商会筹备过程是一个复杂、艰难、科学的组织工作过程，以当

兵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现在这点困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都会被很好

地克服”。

“当好一个兵就要履行职责和忠诚使命，这是军人的基本精神，

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件事，也是军人素质的体现，这也是我们湖南省

陕西商会筹备组织工作的动力与原则。 ”郑练练还说到，“我相信，把握

好方向，协调好各方面的力量和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

赢得胜利，就能办好商会，就能促进陕湘两地经济的发展。 ”

长沙市温州商会是湖南省建立的第一个异地商会，是湖南省第一

个建立党组织、党委的商会，是湖南省委第一个授予基层党建示范点

的商会，是中央党校列为经典范例的商会，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

进社会组织”光荣称号。今年十月还将在长沙承办“第九届全国温州商

会年会”，商会有逾千家会员，在湘投资

500

亿元，引资

300

亿元，向社

会捐助

1400

万元。 是什么成就了商会的成功呢？

“最主要是肩上的那份责任，为

15

万在湘创业的温州人做好服务

的责任。 ”商会秘书长莫俊科是有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兵，他告诉我们

长沙市温州商会始终把办好法治商会、实力商会、爱心商会、奉献商

会、和谐商会作为办会的宗旨，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全心全意为会员服

务。

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商会组织的兴起，商会管理是社会管理中

的重头戏，关系着经济的发展与民营企业的成长。 温州商会秘书处全

体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探索，努力工作，为商会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广东商人深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凭借着与湖南的

地缘优势，纷纷来湘投资创业，湖南省广东商会应势而生。

商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方雷大学毕业以后，毅然选择弃笔投戎，

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 “那是因为军人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人格

魅力吸引着我；而现在我来到湖南省广东商会，那是因为广东商人的

大胆、创新的精神把我吸引了过来。 ”商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方雷自

豪地说。

经过

4

年的发展，商会的影响逐渐扩大，粤商在湘的投资占湖南

利用内资的

37.9%

，投资总额也超过了

1000

亿元；会员单位的数量也

由成立之初的

100

多家发展到现在的

400

多家，近期湘潭、株洲、郴州

分会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不仅如此，商会还成立了党支部、食品专业委员会和建材专业委

员会，相信这都是推动商会工作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商会的主要职责是全心全意为各大会员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想

他们所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现任湖南省河北商会党支部书记、

秘书长赵青山向记者诠释着商会的服务宗旨。

曾在工程兵长沙干休所担任了

6

年所长的赵青山今年三月来到河

北商会工作，也将军人的好脾气耐心细致带到了这里。 商会的微笑服

务感动了企业家们。 叙乡情到商会，有困难找商会，在这里他们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户籍问题是在湘异地商人的一个难题，小孩因为户籍问

题无法正常入学读书。 为此，河北商会专门派人到教育部门、学校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在湘河北籍企业家的小孩们能够顺利入学。

为了更好地办好商会，商会还将组织党员上党课，会员上法制课等

各种活动。 引导会员当守法公民，做合法生意。 凝聚人心，贡献社会。

湖南省河南商会党支部书记、 秘书长王昌连笑称自己是一名积极

乐观的红色“老转”。 当了

25

年兵，军队磨炼了他能吃苦、能吃亏、甘于

奉献的精神。他从正团职军官转业多年后，于去年从长沙广电掌门人岗

位上退下来到商会工作。

王昌连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转业、退休，他说都是工作“调动”。

他认为，无论怎样“进退留转”，信仰永不变，党员不会退，将一生忠于党

的事业，为人民利益而工作。 他不仅“调动”到河南商会工作，还兼任长

沙影视家协会主席职务，又承担“五老四教”讲课任务。他说：“党的事业

需要我们，社会工作需要我们，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

王昌连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商会工作，湖南的异地商会工作

十分活跃、很有成绩。他决心唱好“老兵新传”，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为

办好会员企业、搞好河南商会、树好河南人形象而做出贡献。

长沙市温州商会 ：

铁肩担责任 妙手兴商会

湖南省河北商会：

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

应永来 湖南异地商会长沙协

作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湖南省浙

江商会秘书长

莫俊科 长沙市温州商会秘书长

王昌连 湖南省河南商会秘书长

方雷 湖南省广东商会秘书长

赵青山 湖南省河北商会秘书长

吴才辉 湖南省川渝商会秘书长

郑练练 湖南省陕西商会（筹）

秘书长

易亦敏 黑龙江省湖南商会秘书长

陈求 安徽省湖南商会副秘书长

何佑民 湖南省安徽商会 （筹）

拟任秘书长

———省经协办拥军促“异地商会”发展成果显著

夏杰 石凌炜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