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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 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
“大多数浙商在湖南有了恒产， 也有了持
久发展下去的恒心和恒业。” 近日， 湖南
省浙江商会会长、 湖南标志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文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介绍， 从十多年前到长沙“炒房”， 到如
今扎根湖南， 浙商成为来湘投资的“主
力”。 至去年底， 26万浙商在湖南投资达
4100多亿元， 涉及制造业、 房地产、 市
场流通、 基础设施、 金融证券等多个行
业。

浙商的第一桶金大多来自“炒房”。
2004年， 浙江台州人徐文忠在下海经商
小有所成后， 准备到中部城市长沙“炒
房”， 那时浙江的房地产行业门槛已经很
高， 而湖南房地产发展切入点很容易找
到，徐文忠原本打算“赚一票就走”。 这年
9月， 他创办标志房产公司。 短短几年，
到2012年底， 标志在湘投资已超过50亿
元， 经营开发面积45万平方米， 业务涵
盖房产、 酒店、 物业、 装饰装修、 园林、
建材、 商贸等领域。

“浙商在湘的投资， 最开始都以短
期投资为主。 近几年， 随着对湖南市场

的认可度不断上升， 浙商在湘投资规模
与质量都在提升。” 徐文忠介绍， 2005
年左右， 湖南约有40多家浙江房产商，
现在数量减为20多家， 但规模档次却大
大提高， 一些高品质、 具创意的项目出
现， 提升了长沙城市的形象。 由浙江郡
原公司投资的长沙浏阳河休闲风光带，
总投资额20亿元， 新开园的浏阳河婚庆
文化产业园， 是湖南首家集婚庆、 旅游、
休闲、 娱乐等特色为一体的一站式休闲
娱乐综合体， 誉为长沙时尚的“坐标”。

浙商在湘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 目
前， 浙商在湘投资的行业排第一位的是
制造业， 其次是房地产， 第三位的是金
融业， 此外还有物流业、 矿产水电能源
等。 据统计， 浙商在湘的投资额从2007
年的547亿元， 增至2012年底的4100亿
元， 投资增长速度居各省、 市、 区来湘
投资的前列。

“相比浙江， 中部湖南无疑有更丰
富的资源， 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对湖
南的前景充满信心。” 徐文忠的事业目前
正往湖南的三线城市发展， 在湘潭、 怀
化、 娄底等地启动和开发了多个新项目。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入湘48年， 中建五局积极参与湖南经
济社会建设， 完成了由“承建商” 到
“投资商” 和“城市综合体运营商”
的转型。 中建五局董事长鲁贵卿日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该局在湖
南的项目投资额已达600亿元。

作为大型驻湘央企， 中建五局近
年来抓住湖南“四化两型” 的机遇，
全方位参与“两型社会” 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 强力推进基础设施、 城市综
合开发、 房地产投资业务， 取得跨越
式发展， 并实现经营结构、 发展方
式、 商业模式的“三个转型”。 经营
结构从单一的建筑施工转向三大业务
板块并举， 发展方式从速度数量型发

展转向质量效益型， 而在商业模式
上， 中建五局从施工承包商、 工程总
承包商一步步向房地产发展商、 城市
综合体运营商转型。

据介绍， 目前， 中建五局在湘最
重要的投资项目有： 梅溪湖项目 （长
沙）、 中建仰天湖绿色健康养生示范
城 （湘潭）、 株洲神农城项目、 长沙
河西交通枢纽工程等， 总投资达600
亿元。

梅溪湖项目地处长沙大河西先导
区梅溪湖片区的核心位置， 占地面积
7.6平方公里， 是中建五局首个参与的
城市综合开发项目， 该项目定位为中
国国家级绿色低碳示范新城， 将成为
华中地区两型社会的新城典范； 中建
仰天湖绿色健康养生示范城位于有长
株潭“绿心” 之称的昭山， 项目占地
约7平方公里， 总投资约200亿元， 预
计5年左右建成， 届时将形成一座居

住人口达15万人， 集中医药产业、 旅
游产业、 高端商务和养生地产于一体
的绿色新城， 项目已累计投资16亿
元， 整体规划已通过湘潭市审批； 正
在建设中的长沙河西交通枢纽工程，
由中建五局采用“投资+设计+施工总
承包” 投资建设， 是一座集多种交通
换乘方式于一体的国内一流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 预计将在2015年竣工， 其
中换乘大楼在明年1月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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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7月15日，星期一，晴
今天的气温比昨天还要热。 高温时

节，宋玉村的老人们情况如何？
中午，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段。 上

午开完乡干部“群众服务日”动员会，临
澧县望城乡党委书记刘金国就带着乡
党政办主任罗海明，驻村干部、财政所
所长李章湘赶到了宋玉村。 刘金国说：

“我们去看望一位老人， 一位农民老作
家。 ”

每个月的13日、14日是望城乡干部
的“群众服务日”。 因7月份的这两天是
星期六、星期日，乡里根据县里安排，调
到了15日、16日。

记者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一处非常
简陋的平房前。 穿过屋前的禾场，走进
里屋。 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伏在一张
堆满了杂七杂八东西的小桌子上勾勾
画画。 旁边站着的老人，正在给他扇蒲
扇。

伏案的正是农民老作家马宗仁，84
岁了。 他正在修改他的中短篇小说集
《患难之交》， 大众文艺出版社准备出
版。 扇蒲扇的是他的老伴黄显翠，也有
78岁了。

“天气这么热，您还在写作，要注意
休息啊。 ”

刘金国跟马宗仁是老熟人了。《患
难之交》还是刘金国写的序呢。 刘金国
的声音比平时起码提高了一倍。 原来，
马宗仁的耳朵有点“背”。

乡里的干部将水果、高温时节常用
的药品送到了马宗仁手上， 还有200元
慰问金。

在宋玉村，马宗仁是名副其实的农
民“老作家”。 马老之“老”，是“资历”之
老，是写作跨年度之长，无人可比。 1957
年，他就创作发表了独幕话剧《无风不
起浪》，至今已有56年。 他最擅长的是小
说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都写。 写
在信纸上，写在学生作业本上，有空白
纸都写。天寒地冻，写。酷暑天气，也写。

马宗仁说：“周围的人都喊我作家，
我不是作家。 我坚持写作，只是证明我
有这个爱好，老了还能写点东西。 ”

马宗仁的身体好，记性也好。 他说：
“我也当过干部。 ”

1950年， 马宗仁参加“土改工作
队”。 1951年到1962年，当过三区、县公
安局的特派员。 1962年，在“能上能下”、

“能官能民”的大背景下，他主动要求回
乡当了农民。

这个当过干部的农民，跟别人不太
一样。 耕田之后，还要笔耕。 其实，他只
读过4年私塾，而且还是“半耕半读”。 上
半年读书， 下半年干活。 书只读了一、
三、五、七册。 文化程度偏低的马宗仁，
又偏偏爱好读书、写作。2003年，74岁的
他还报名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高级函授
班学习。 2011年，82岁动笔创作长篇小
说《追捕小温侯》， 还麻起胆子投稿给
《当代》、《十月》。

“我请乡里干部帮忙投稿。 投的是
邮箱，不知收到没有。 几个月都没有音
讯。 ”马宗仁说。

马宗仁的家境不好，3间房子破破
烂烂。 生了7个孩子，其中一个45岁的儿
子因患自闭症，去年失踪了。

“宋玉村有这么一个老作家，写了
几十年。 这是我们的一个宝。 ”刘金国
说。 望城乡的干部对马宗仁很关心。 天
寒了，天热了，马宗仁病了，乡里都要来
慰问。 马宗仁的手稿，不管修改多少次，
每次都由乡政府免费打印。《患难
之交》的出版，就是刘金国出面联
系的。 马宗仁要出门看看，也是乡
里派车接送。

今天，乡村干部又来看他，他
很高兴， 把一大堆获奖证书和手

稿摆了出来。《鸽子还巢》、《红薯饭》、
《俏水》、《启蒙香》……这些散发着浓郁
乡土气息的获奖作品，赢得了素不相识
的评委们的青睐。 马宗仁说：“我写作几
十年，乡村干部帮了我很多忙。 乡里成
立了老年人诗词协会， 搞得红红火火。
我年纪太大了， 出门参加活动不方便，
就没有参加了。我就在家里写点东西。 ”

刘金国告诉记者，宋玉墓就在宋玉
村旁边的看花村。 2012年初，他刚到望
城乡任职时，探望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宗
仁。 刘金国接马宗仁一起拜谒了宋玉
墓。 马宗仁站在宋玉墓前，非常虔诚地
三鞠躬。

下午3时，大地流淌着火焰。 马宗仁
站在禾场上向我们挥手告别。

一个84岁的老人，一个几十年对文
学保持虔诚之心的农民，一个没有加入
任何一级作家协会的作家，留在了宋玉
村那处普通的平房里，留在了盛夏的热
浪之中。

———投资湖南财富洼地·激情相拥

高温时节���晒作风

看望农民“老作家”
———“宋玉村日记” 之二

对湖南市场的认可度不断上升

26万浙商在湘
投资4100多亿元

增长速度居各省、市、区来湘投资的前列，涉及制
造业、房地产、市场流通、金融证 等多个行业

从“承建商”到“投资商”和“城市综合体运营商”

中建五局在湘探索转型

7月11日，市民在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大道婚庆文化园游览。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饶兴军 严钦龙
阳望春)民族风情惹人醉，湘桂
团结一家亲。 7月13日至14日，
由省旅游局、 省民委和邵阳市
政府主办的中国城步第16届
“六·六”山歌节暨第2届中国大
桂林旅游·湘桂原生态风情节，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 国家
民委委员李文亮、 副省长何报
翔、 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等出
席。

此次两节由湘桂两省区的
邵阳、怀化、桂林、柳州4市以及
城步、通道、龙胜、三江4个少数
民族自治县联手打造， 旨在依
托大桂林旅游品牌资源和桂林
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优势， 整合湘桂两省区民族文
化旅游资源， 共同开发民族特
色旅游产品， 推动湘桂旅游区
域合作。

在7月13日上午举行的开
幕式上，演出了以“南山含情、

魂牵湘桂” 为主题的民族风情
文艺节目。节目多是由城步、通
道、龙胜、三江等县选送的具有
当地少数民族特色的节目，展
现了多姿多彩、 原始古朴的湘
桂边区民族文化魅力。 著名表
演艺术家、“刘三姐” 扮演者黄
婉秋也登台助兴。

农历六月初六唱山歌在城
步已传承千年。在7月13日下午
举行的城步第16届“六·六”山
歌节决赛中， 从湘桂两省区选
出的18名山歌高手身着民族服
装，在巫水河畔引吭高歌。 他们
演唱了情歌对唱、花话对唱、挖
土歌、溜溜歌等山歌，让观众大
饱耳福。 经激烈角逐，通道粟海
辉、 城步陈岩花分别摘得“歌
王”、“歌后”桂冠。

节会期间， 还举办了湘桂
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博览会、龙
狮大巡游、“欢乐城步游” 和书
法、绘画、摄影、奇石展览等活
动，吸引数万人参加。

展现湘桂边区民族文化独特魅力

城步举行山歌节

本报7月15日讯（实习记者
于振宇 记者 张斌）“坚定地与
中国共产党‘同盟、同志、同心、
同德’， 与全体中华儿女一道，
和衷共济、和谐并进，为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今天
上午， 民盟湖南省委在民主党
派省委机关会议中心开办新盟
员学习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
湖南省委主委杨维刚现场授
课，解读民盟的精神价值。

杨维刚在讲话中指出，“立
盟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是民盟
的精神价值所在。 希望广大盟
员以张澜、沈钧儒、费孝通等先
进人物为“镜”，带动身边盟员
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在发

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和谐、促
进国家繁荣、 实现公平正义等
各个方面发挥自身作用、 奉献
自己力量， 放大民盟的精神价
值，树立民盟“立盟为公、参政
为民”的新形象，为促进湖南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贡
献， 为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添砖加瓦。

会上， 民盟中央组织部部
长陈幼平就民盟组织建设与盟
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悉，此次活动以“继承优
良传统 发掘精神价值”为主题，
分为“民盟的精神价值和组织建
设”，“宏观经济漫谈”、“国际热点
问题”和“中国梦”4项内容。

坚定与中共
“同盟、同志、同心、同德”

杨维刚解读民盟精神价值

本报 7月 1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勇华） 企业
在长沙海关办理通关等业务将
更加快速方便。 长沙海关今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即日起
将对180项业务审批事项的64
项进行取消、 下放、 转移等调
整，简化通关业务。

据长沙海关副关长于彬介
绍，这是长沙海关首次在全国海
关进行“简政放权”，可帮助企业
大大简化海关办事程序，提高办
事效率。 如，通过压缩审批层级，
减少审批环节，整合特殊事项审
批，共缩减了29项审批层级。

过去， 以中联重科等为代
表的我省工程机械企业， 在每
次进口汽车底盘等国家关税减
免产品时， 需到长沙海关办理

减免税审批事宜。“一些企业进
口额较大， 全年至少有上千单
进口业务， 每一单都需要来海
关办理一次减免税审批业务，”
长沙海关关税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现在，长沙海关对此实行年
度总担保制度，即，全年最多来
长沙海关两次即可办妥全年的
进口减免税审批业务。据统计，
此项简化措施， 全年可对全省
工程机械类企业减少8000次
审批行为、2.4万个签字、8000
次计算机操作。

通过此次简政放权， 长沙
海关还取消了特殊通道申报、
外转验估联系单等2项审批，对
27项需加盖关印的对外法律文
书， 改由相关部门或现场负责
人签章审批。

长沙海关调整64项审批项目
省内工程机械企业全年可减少2.4万个签字

本报 7月 1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英姿） 衡阳
铁路枢纽将添两条“大动脉”。目
前，湘桂铁路衡柳线工程基本完
成，计划8月开通运营；衡茶吉铁
路已完成总投资95.72％， 预计
在12月开通运营。

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
目总投资94.7亿元，已完成85.3
亿元，占总投资90.1％。 其中衡
阳境内投资56.9亿元， 已完成

56.6亿元。
衡茶吉铁路累计完成投资

82.26亿元， 占总投资95.72％。
至今年6月，衡茶吉铁路工程路
基土石方、 桥梁下部、 隧道工
程、 路基附属等站前工程已基
本完成， 全线正全力进行铺轨
架梁、站后四电和站房建设，其
中衡阳枢纽改造为当前施工重
点，全线正线铺架将于9月10日
前结束。

衡阳铁路枢纽将再添两条“动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