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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12 日，2012 邵商大会在邵
阳市隆重召开， 来自境内外 1200 名邵商
和嘉宾云集湘中福地邵阳。 省政协主席胡
彪，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陈叔红、国家商务部原副部长刘向东

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邵阳市政府对“十
大回乡投资杰出邵商”进行了表彰，在重
大合作项目上共签约项目 116 个，签约项
目总投资 508.437 亿元。

邵阳，古称宝庆，位于湘中地区，素有

“铁打的宝庆”之称。 在远古时代，邵阳一
直都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商业文
化走廊。 邵商是湘商的劲旅，是中国历史
上一支最古老的商业力量。 近代的邵商
们， 凭借资江所积淀的悠久的商业力量，
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霸气和匠心。

邵商是邵阳的优势资源，也是最宝贵
的财富。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是邵阳市
委、市政府的既定方针，也是邵阳加快发
展的希望所在。 加快发展其势已成，其时
已至。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国家老工
业基地和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 的战略，
为“加快发展，富民强市”注入了全新的活
力。 邵阳市政府将以更大的热情，更开明
的政策，更优良的环境，更有效的措施，吸
引广大邵商回乡投资，热切期盼广大邵商
精英们多关注、支持家乡建设，踊跃加入
到加快邵阳发展的热潮中来。

中共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向本刊记
者介绍说，目前，初步统计邵商群体资产
达 4 万亿元。 近几年来，随着邵阳区位条
件的改善和邵阳经济的快速发展，邵商回
乡投资越来越旺，目前邵阳异地商会已达
32 个，发展了 2 万多会员，为邵阳经济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他表
示，邵阳发展势头强劲，是广大海内外投
资者施展才华的热土，开放文明的邵阳诚
邀天下邵商共创美好明天。

邵阳市政府为了褒奖回乡投资的邵
阳籍工商界人士、凝聚邵商力量、打造先
进邵商品牌，在开幕式上，大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胜龙、湖南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向东、邵东新仁铝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小山、邦盛集团湖南凯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忠等 10 名回乡投
资杰出邵商受到表彰。

在 11 日下午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上，桂花湾生态园、两江峡谷民族生态旅
游开发、中驰商业城、新农村建设示范区、
风能发电、九兴控股邵阳县鞋业、崀山夫
夷侯国文化古城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成
功签约。 共签约项目 116 个，签约项目总
投资 508.437 亿元。签约项目包括产业类、
基础设施类、民生类，工业项目占据主导
地位，彰显了邵阳加快工业发展、重振工
业雄风的决心和行动。 这些将进一步推进
邵阳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
化建设，为邵阳加快发展增添动力。

本刊记者 刘婷婷 钟丽纯

◆湘商盛会◆

2012 邵商大会开启年度经济盛宴
签约项目 116个 引资超 500亿元

201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是由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湖南日报社联合主
办的综合盘点湘商群体在中国经济进程中
的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年度主题盛会，
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广。 今年 10 月 26 日
正式启动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省内外湘
商积极参与。但是，近来个别机构和个人冒
用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或
“湖南日报社”（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名义，
开展推荐参评、 组织编撰百名湘商丛书等
活动，进行商业欺诈。

为维护主办方的权威和声誉，维护“中
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的活动品牌形象，维护
省内外广大湘商的合法权益， 确保活动有
序稳步进行，组委会现严正声明如下：

1、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是经过主
办方“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和“湖南日报
社”唯一批复的湘商品牌评选活动，已成功
举办两届。活动官方网站为 www.txxs.cn，秘
书 处 联 系 电 话 为 0731 -84326368、
83381257。

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的所有活动
及各项推广工作，均由组委会以专用信函
和官方网站公告的形式通知。 凡没有正式
公文通知的各类湘商活动，均与主办方无

关。
3、活动组委会在湖南新闻大厦九楼和

建鸿达现代城分别设立专门办公室和专职
工作人员，除特邀推报机构外，没有在外设
置其他区域代理机构。 请参加评选的单位
和个人将有关申报材料统一提交至活动组
委会专用信箱 xssdzk@126.com。

4、 组委会有权将本活动涉及到的图
片、 文字介绍等内容无偿用于本次活动在
报纸、电视或互联网等宣传渠道的展播，以
及用于其他与总评榜相关的活动宣传。

5、 为了充分尊重相关人员的隐私权，
如果总评榜活动涉及的信息中有当事人认
为可能侵权的内容，请与组委会联系，我们
会及时进行处理。

6、对任何冒用、假借主办方名义进行
违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组委会将保留依
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7、我们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湘商的合
法权益，为湘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8、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湘商
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
2012 年 12 月 1 日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严正声明

201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由湖南省工商联、湖南日报社联合主办，10 月 26 日启动，现正进行申报参评、资料审核阶段。 11 月 30 日、
12 月 11 日本报《湘商时代》周刊分别刊登了《2012 年度湘商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名单（第一批）》、《2012 年度湘商新锐人物提名名单（第一批）》，
本期将继续公示《2012 年度十大杰出商会会长提名名单（第一批）》。

2012 年度十大杰出商会会长提名名单
（第一批）（根据报名先后排序）

1. 傅军
北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彰显在京

湘商群体魅力
傅军的新华联集团拥

有全资、 控股、 参股企业
60 余家，企业总资产超过
200 亿元，被誉为“中国多
元化路标企业 ”。 商会有
1500 多家实力雄厚的优
秀会员企业， 由过去的单

一总会发展到拥有湘菜分会、融资投资分会
等 7 个分会。 目前，驻京湘企年上缴税费近
50 亿元。会员职工人数发展到 20 万人左右，
商会成为在京湘商的形象展示窗口，谱写了
湘商的群体魅力和综合影响力。

2. 黄辉
上海市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打造在沪

湘商总部基地
2012 年， 黄辉创建的

上海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联
手上海聚湘有限公司 ，斥
资 5.25 亿 元 拍 下 占 地
15000 平方米的上海虹桥
商务区核心区， 拟建设集
商务办公、商业服务、文化

娱乐为一体的在沪湘商总部基地， 项目现已
全面启动，预计 2014 年竣工。 目前，上海市湖
南商会有会员 3000 多家， 注册资金就超过
3800 亿元， 其中注册资金 1 亿元以上的超过
60 家。为服务沪湘两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3. 郑会伦
云南省曲靖市湖南商

会会长
提名理由： 在滇湘商

的“维权先锋”
在云南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地产、金融投资 、煤
矿、物流中心等多个领域，
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
成为多业兴滇的 “全能
王”。他带领商会与沾益县

政府签订了建设“滇东国际商贸城”项目意向
协议书，促进云南与国际的接轨。 同时，他还
在滇帮助会员企业调和解决矛盾纠纷 10 余
起，挽回经济损失 200 多万元。 捍卫了会员和
湖南老乡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发
挥了积极作用。

5. 周华松
福建省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服务近 50

万在闽湘商
周华松的松霖集团是

国际卫浴行业的领军力
量，一年拥有的发明、实用
新型、 外观专利超过 200
件，被欧、美 、日等跨国集
团认同为专业性产品的研
发及生产基地。 他带领会

员企业驰骋卫浴、石材、房地产开发、电子产
品、塑料密封、工程机械、文教用品、机电设
备、餐饮等领域，为 3000 家在闽湘企(公司)服
务。目前，在闽湘企资产上千万元的有 100 多
家，上亿资产的逾 10 家。

4. 曾小山
长沙市邵阳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为商会发

展设定“新标杆”
2007 年 9 月，曾氏铝

业集团董事长曾小山等人
发起成立长沙市邵阳商
会，并出任会长。商会现有
会员 520 余人， 会员企业
涵盖工业、贸易、房地产 、
矿产、服务、高新科技等多

个行业和领域， 拥有固定资产约 1000 多亿
元，安置就业人员 40 多万人，年产值营业额
达 810 多亿元， 上交各种税费达 50 多亿元，
为全球近 160 家湖南商会的发展设定新的
“标高”。

6. 刘纯鹰
泰国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带动湖南

产业走向世界
刘纯鹰从邵东走进

泰国，创建了湖南省第一
个境外工业园———泰国
湖南工业园，占地 200 公
顷，总投资 1.5 亿美元。 商
会不断发展壮大，现有会
员 2000 人，会员企业 500

余家 ， 会员单位年销售量实现进出口贸易
100 多亿元人民币。 商会积极组建物流平台，
以湖南轻工产品为重点， 利用泰国的地理优
势，借助商会平台，逐渐将湖南产品辐射到泰
国的周边国家，为我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7. 蒋君
山东省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建造中国

最大蛋鸭养殖生产基地
山东省湖南商会现有

3 万多湘籍人士在鲁投
资， 共有大中型企业 600
多家，涉及房地产、金融、
制造、 餐饮娱乐、 信息通
讯、交通运输、轻工食品、
教育科技等上百种行业，

总投资达 400 亿元。作为商会会长，蒋君实力
不可小觑，其投资遍布山东、北京、湖南、青海
等省市。 2008 年，蒋君在泰安市东平县投资
5.4 亿元，建造了中国最大的蛋鸭养殖生产基
地———泰安姜仔鸭食品工业园。

8、侯义华
杭州市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扩大在浙

湘商集群效应
目前， 在浙江的湖南

籍企业高达 3000 多家，投
资总额逾 300 亿元。 2006
年， 由杭州格格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义华发
起， 在浙江省会杭州组建
了杭州市湖南商会， 契合

了众多湖南籍企业加强合作、整合资源、调整
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作为会长，他积
极协调会员，实现优势互补，追求规模效益和
集约化发展。 目前商会共有会员企业 150 余
家，投资总额近 20 亿元，涉及 IT、电子电器、
通信、贸易、建筑、化工、农业等 20 多个行业。

9、翁国伟
宁波市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连接宁波

湘商强大的航母集群
宁波市湖南商会于

2010 年 1 月成立，其掌舵
人翁国伟是国内第一家专
业生产高档一次性酒店用
品的企业———天马企业集
团董事长。 他引领商会逐
步走向成熟， 涉及市政工

程建设、建筑业、塑料工业、机械制造业、现代
物流业、服装业、餐饮服务业、网络、中介服务
等行业。 将宁波的湖南企业家们连接成一支
强大的航母集群，互通资讯，携手共进，有效
地应对、搏击未来市场经济的风浪。

10、刘心良
柳州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舒缓柳州

湘商的资金瓶颈
商会现有亿元企业

20 余家，千万元企业 100
余家，年产值超亿元企业
20 余家，会员资产约 100
余亿元 ， 解决就业人口
4.5 万余人， 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商会成立了“柳州湖南商会融资性担保
公司”， 并与柳州多家金融机构签订了合作
协议。一年来先后为 12 家会员企业办理无抵
押贷款 3800 万元，有效解决了部分中小企业
资金周转困难和生存发展问题。

11. 吴培辉
湖南省福建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彰显 “大

闽商”慈善力量
吴培辉麾下的厦门

百江集团是地产界的一
支骁勇队伍。 作为商会领
军人 ，同样彰显出 “大闽
商”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
先后有近 20 万闽籍商人
入湘投资兴业，创办企业

经营机构近万家，闽商在湘投资逾 3000 多亿
元，成为湖南经济建设勇猛的生力军，是两地
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 在慈善征途上闽商也
是当仁不让，近年来商会（含地州市分会）已
为湖南慈善事业捐资达 2000 多万元。

12. 柯宝清
长沙市福州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发起成立

长沙首个异地商会
近 30 年来， 柯宝清

先后在福建 、江西 、湖南
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空 ， 从针织厂到食品
厂，从食品贸易到新能源
产业 ，他是个多元 “垂钓
手”， 为行业树立了崭新

的风向标。 2000 年，由其发起成立的长沙市
福州商会， 是长沙市内成立的第一个异地商
会，为在湘闽商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出任
会长以来， 他为商会扩大影响、 加强金融对
接、实现法制维权作出了积极贡献。

13. 汤秋云
云南省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 ：引领 “中

国社会组织 5A 商会”
云南泰兴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汤
秋云以 “再造一座南岳，
构建‘中国式死海’”蜚声
海内外。 2011 年他以高票
当选云南省湖南商会会
长。 目前，商会企业产业

遍及云南全省及湘、黔、川、渝、桂等地，各地
项目投资逾 1000 亿元。以云南“桥头堡”经济
为契机，以荣获“中国社会组织 5A 商会”和
自筹、自建、自用的“湘商广场”项目为起点，
商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4. 石文红
湖南省上海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湘沪贸易

往来的金推手
2012 年 5 月， 石文

红出任湖南省上海商会
首任会长，成为促进湘沪
贸易往来的金推手。 成立
当日 ，以金融投资 、商贸
物流和房地产开发为特
色的沪商在湘展开了大

手笔：绿地集团、浦发银行、百联东方等一批
沪籍知名企业，分别与长沙、株洲、岳阳等湖
南 7 个市州签署 “绿地·国际花都”、“喜临门
（株洲） 建材家具广场” 等 13 个重大投资项
目，签约总资金 160.6 亿元。

15. 李志锋
重庆市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首家异地

湖南商会的“新掌门”
重庆市湖南商会成

立于 1985 年，原名“重庆
在渝湘籍人士联谊会 ”，
2003 年经重庆市工商业
联合会（总商会）批准，成
立了重庆市湖南商会，是
首家异地湖南商会，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今年，李志锋以其在行业内的
影响力及商界口碑，继任商会会长。目前商会
会员涉及房地产开发、制造业、高科技、商贸
流通、医药化工、法律、金融等 10 多个行业，
为渝湘两地经济建设推波助澜。

16.沈剑山
广东东莞湖南商会会长
提名理由：我国新能

源的拓荒者
10 余年来，沈剑山将

名不见经传的维修部，发
展为今天拥有 12 家控股
公司和 23 家分公司的康
达机电有限公司，并投产
扶植了重庆最大垃圾填
埋发电厂。 目前公司年产

值近 3 亿元，业务涉及电力、环保、能源、节能
等领域，是我国新能源的拓荒者。他履任广东
东莞湖南商会会长后，为会员企业沟通感情、
互通信息、交流情报、分享商机、同建项目、互
助共进搭建有效平台。

省领导胡彪、梅克保、陈叔红、国家商务部原副部长刘向东等共同启动 2012 邵商
大会开幕式。 （本刊记者 张目 摄）

12 月 17 日下午，2012 湘商力量总评榜组委
会秘书处一行赴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实地
考察和调研。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地区、跨行业
的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 总资产达 65 亿元 ，2011
年销售收入 193.69 亿元； 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
500 强、湖南省百强企业第 16 位、湖南省民营企业
第 2 位。 该公司“修好一条发展路、建设一座致富
城、营造一个温馨园”的开发模式，被中央党校专家
组确定为“大汉模式”。 践行“百城战略”，是湖南大
汉控股集团董事长傅胜龙的目标和信念。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邹明向组委会
介绍， 大汉集团计划在 20 年之内完成 “百城战
略”，在不破坏县城原有基础的同时，挖掘县城的
古色、绿色和特色，对县城进行一个新城开发，这
一举措也将让一亿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而大汉集团旗下的湖南大汉建材批发城是长
沙市大城东建材商圈东拓的优质载体，正努力打造
成长沙市“西文东市”战略指引下的城东标志性市
场，成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规划最超前
和经营管理最先进的大型建材批发专业市场 。

（钟丽纯 刘婷婷）

大汉“百城战略”领跑中国城镇文化建设
湘商力量总评榜组委会深入大汉集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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