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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是湖南睁眼看世界的窗口，也是湖南“借船出海”的重要通道。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期，湖南抢抓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一批批湖南人踏

上华南“桥头”，接轨沿海经济，整合两地资源，推动区域合作。 华南协作区，成为我省成立异地商会组织成员最多、引入资金技术要素
量最大的地区；华南地区湘商，成为我省内联引资的主力军、对外开放的助推器。 】

【往期回顾】
今年 9 月， 第六

届湘商大会将在株洲
拉开帷幕。 为让更多
人了解湘商、 关注湘
商，本刊推出《责任湘
商 创新湘商》 专题。
前三期分别对湖南异
地商会西南、西北、华
中 协 作 区 进 行 了 报
道。 本期将重点关注
华南协作区。

6 月 17 日，广州星河湾酒店。
广东省湘潭商会成立庆典暨湘潭

市专场招商推介大会在这里隆重举
行。 400 多名湘籍在粤企业家齐聚一
堂，共祝发展，共商合作。 会上，签订了
《澄月湖生态休闲度假公园暨澄月湖
森林公园项目》、《安防数码产业园项
目》等 7 个跨省合作项目。 此次大会，
成为湖南依托异地商会平台， 主动融
入泛珠三角， 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生
动案例。

主动融入泛珠三角
作为中部省份， 对外开放是湖南

崛起的必然之举， 主动融入泛珠三角
是湖南开放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 湖南大力发展开放型经
济，特别是 2011 年省委 、省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开放
型经济的决定》以来，大开放的氛围更
加浓厚，“走出去”、“引进来”的互通更
加密切。 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华南地区，
成为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

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福建、海

南投资创业的湖南人已有数百万人 ，
创办企业上万家。 单是广东省湖南商
会 ， 就有会员和会员企业超过 3200
家 。 各地湖南异地商会不断壮大发
展 ： 广东省湖南商会设立了惠州办
事处、东莞办事处、韶关办事处、佛山
办事处、江门办事处、云浮办事处、中
山办事处 7 大分支机构，花都皮具皮
革 、纺织 、湘菜 、家具四个专业委员
会， 另有肇庆办事处正在筹备之中 ；
深圳长沙商会 、深圳岳阳商会 、深圳
邵阳商会、深圳常德商会等 7 个地市
级异地商会建立了秘书长联席会议
机制 ，共同打造 “特区湘商 ”品牌 ；还
有 2010 年成立的福建省湖南商会 、
2009 年更名的海南省湖南商会机构
不断健全、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各
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介湖南的
重要窗口。

“在华南各省，很多湖南企业都是
行业领军者；他们依托商会平台，带领
企业抱团发展， 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中坚力量。 ”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毛七星介

绍。
广东， 是众所周知的轻工服装大

省；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广东服装市场
中，湖南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
中国纺织重镇、享誉世界的“牛仔城”
新塘， 湘籍企业竹节纱的市场占有率
在 50%以上。 在广东佛山，湖南人的童
装做得风生水起，年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 广东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侯
岳文创立的“俏皮狗”童服品牌，年销
售额已经超过亿元，多次获得全国“十
佳童服品牌”,“知名童服品牌”。

在佛山，陶瓷、不锈钢产业是当地
主要产业。 而在佛山从事不锈钢行业
的湖南双峰人，就有十万大军。 广东省
佛山市湖南商会， 拥有会员单位 150
余家，年销售额已过 100 亿元，在佛山
不锈钢行业中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份
额。 会长戴促辉的企业宏旺集团，子公
司横跨川、湘、豫、粤四省，产量居全国
不锈钢行业前十位。

还有深圳的珠宝行业， 湖南人同
样大放异彩。 深圳市长沙商会会长单
位深圳安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的深圳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年交

易额超过千亿元， 已发展成为亚洲最
大的专业珠宝交易服务平台。 副会长
单位———张万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
在全国开设近 300 家珠宝专营店，是
内地城乡颇具影响力的珠宝品牌之
一。 而在国内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
大型珠宝产业聚集地———深圳罗湖水
贝， 共有 700 多名长沙宁乡籍企业家
从事珠宝行业。

在这里， 有国际卫厨行业最具创
新力的引领性品牌——— “松霖卫浴”；
有国产智能手机销量冠军品牌———
“金立手机”；有 2011 年度中国餐饮百
强企业———“湘鄂情”、“老乡村”；有电
子化学品行业的领跑者、“2012 年福布
斯中国最具潜力上市公司 ”———深圳
市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还有康
达机电沈剑山、宏光实业刘季春、冠昊
生物朱卫平、巨彩光电朱志强、万里石
胡精沛、金蝶软件徐少春、达晨创投刘
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拼搏商
海，他们作为湘商代表，积极参与当地
经济建设，充分整合两地资源，成为主
动融入泛珠三角的先行军。

返湘助力“四化两型”
发展开放型经济， 广大湘商既有

“走出去”融入当地经济发展的胆识和
勇气，又有“引进来”助力湖南“四化两
型”建设的热情和义气。

最近，在湖南娄底，一个“打造中
国中部千亿不锈钢产业基地” 的宏伟
计划正在酝酿。 这个计划的提出，既基
于广东产业转移的“天时”，又基于娄
底拥有涟钢、冷钢两大企业的“地利”，
还基于佛山 10 万双峰籍不锈钢从业
者大力支持的“人和”———为了助推计
划落地，广东宏旺集团董事长、双峰籍
湘商戴促辉就在双峰投资年产 20 万
吨的精密不锈钢项目。

“华南湘商回乡投资，不仅给湖南
带来了大笔资金， 也带来了新技术和
先进的管理理念， 成为湖南 ‘两个加
快’、‘两个率先’的强力引擎。 ”省经协
办主任毛七星表示。

自 2010 年开始， 在粤湘商回湖
南投资已成趋势。 近 3 年来，在粤湘商
返乡的人数达 10 万余人，重新投资湖
南上千亿元。 仅广东省湖南张家界商
会会员企业在张家界市的投资建设资
金就达到 26 亿元。 衡阳华耀城、岳阳
建筑陶、 长沙市高新电子产业等支持
湖南新型工业化的产业（项目 ），都是
湘商回湘的代表之作。

在投资湖南中， 华南湘商积极作
为；在宣传湖南、服务湖南、营销湖南
中，华南湘商同样不遗余力。

福建省湖南商会，以服务立会，加
强经贸交流，切实推动闽湘合作。 在每
一次湘商大会上、在各类招商活动中，
商会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参加； 商会先
后协办了 2010 年第六届珠洽会湖南

经贸团专场活动，承办了 2012 湖南异
地商会商会会长年会， 周华松会长动
员松霖公司和商会企业联合组成接待
小组，为专场活动和年会提供接待、场
地、资金和后勤保障。

深圳市湖南商会，在湖南各地市在
深、惠及港澳地区的招商活动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 商会对口联系两个湖
南工业园———衡阳（深圳）工业园和湖
南浏阳 9+2 科技工业园，两个园区已成
为当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新洼地。 近
5 年来，商会共为园区引进知名企业 30
多家，项目合同资金 170 多亿元。 商会
积极促成蓝思科技、威尔制药、基伍手
机等重大项目先后落户浏阳；商会和湖
南驻深办一道积极协调， 深圳中航、富
士康科技、华侨城集团等都相继斥巨资
投资雁城衡阳。

在公益事业方面， 深圳市岳阳商
会会长张金铎成立了金铎教育基金 ，
资助家乡贫困学子； 广东省湖南商会
副会长侯岳文从 2001 年开始，就陆续
为家乡捐款修路，修学校，帮扶贫困家
庭，累计捐助物资 200 多万元；广东省
佛山市湖南商会会长企业宏旺集团从
今年起每年捐款 100 万元支持双峰教
育，连续捐款 10 年……

数字是枯燥的， 数字背后却是湘
籍企业家返湘助湘的生动故事， 是他
们树大不忘根的满腔深情。

如今，放眼华南，从南海之滨到八
闽大地，到处都是湖南人大展拳脚、投
资创业的身影；从商会到办事处，到处
都有湖南人宣传湖南、营销湖南、服务
湖南、投资湖南的声影。 在承接新一轮
产业转移的浪潮中， 在扩大对外开放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道路上， 华南湘商
勇扛责任、挺立潮头、扬帆前行！

一个湖南人创办的卫厨企业，竟
拥有 2216 项创新技术专利， 独占全
国行业专利总数 61.9%，在全球同行
业遥遥领先。

一个土生土长的国产牌子，竟揽
获了德国红点奖、iF 设计奖等 68 项
国际工业设计最高奖项，成为全球第
二、亚洲第一的行业领军者，国际卫
厨行业最具创新力的领导性品牌。

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数字的创
造者，都是同一人———湖南(永州籍)
企业家、福建省湖南商会会长、厦门
松霖集团董事长周华松。

毕业于湖南衡阳医学院的周华
松，主修的是医疗专业。 但他却在后
来的事业道路上选择了自主创业，于
1993 年创立了松霖品牌。 在他的经
典语录里，有这么一句话：创新是一
个探索冒险，未知性的过程———企业
的发展必须承受创新的失败及代价，
承受创新的反叛及可能的颠覆，并形
成一种惯性的激励创新的氛围。

周华松敢于尝新，所以他成为了
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军者；松霖人勇于
创新，所以他们成就了一个领跑行业
的卫厨品牌。

在松霖集团， 创新无时不在，无
处不在，它贯穿各个岗位，各个领域，
成为根植 5600 多名员工骨髓的一种
习惯，一种文化。

在技术创新上，企业特别设立了
“创新失败奖励基金”， 为失败颁奖，
激励员工大胆创新。 公司设立了 22
个专业研发小组，拥有了全球最大的
卫厨核心技术研发基地，涵盖“水科
技”的各个方面。

在设计创新上，松霖在意大利和
中国分别拥有米兰设计中心和全球
创意中心两大工业设计，并与欧洲设
计学院结成战略合作。公司是目前国
内唯一一家通过海牙体系提交国际
外观设计申请的企业。

在生产创新上，公司不仅通过引

入先进软硬件实现了数控化生产、数
字化管理，而且在全球首创三级模块
化设计生产模式，以标准化理念提升
产品品质，缩短生产时间。 20 年来，
其产品始终在欧洲、北美、南美、澳大
利亚及亚太地区等海外市场保持领
军地位。

在营销创新上，松霖采取垂直式
管理的三级营销平台。 目前，公司在
意、法、英、美、荷、日、韩、阿根廷、迪
拜等国家和中国大陆地区 32 个一线
及省会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到
2013 年底， 公司还将在全国一线城
市增开 15 家终端店。

如今，松霖已是世界出水终端及
支撑附件的隐性冠军，无论是技术专
利，行业创新的领导性，还是产能规
模上均位于世界绝对前列。周华松却
并不认为他已经登上了塔尖。 他说，
关于创新， 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比如参与出水终端国家标准的制订，
比如通过出水终端的运用实现水资
源节约利用等。 目前，松霖集团拥有
6 个福建省最大的表面处理中心，其
循环水处理系统是当前国内作业的
标杆。

我们期待，这个以“推动人与水
的和谐共生”为使命的企业，能在未
来的日子里，与湖南“两型”社会建设
擦出激情火花！

特
别
关
注

———看湖南异地商会华南协作区如何主动对接“珠三角”

踏上桥头闯世界

在服饰之都广东，提起全国 “十
佳童服品牌”、“知名童服品牌”“俏皮
狗”童装，很多人都要竖起大拇指。

作为第一个在广东开童服厂的
湖南人，“俏皮狗 ”创始人 、广东省湖
南商会常务副会长侯岳文 （湘阴籍 ）
是个不折不扣的领军者。 多年来，他
不仅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拥有 “服

装制造 、面料贸易 、房地产、建材等
多种经营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 而且
大力扶助从湖南走出来的服装从业
者，采取师傅带徒弟形式 ，培育了几
十个到几百个再到上千个服装中小
企业。 现在无论是在广东佛山，还是
浙江湖州 、 湖南人的童服很多都成
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 湖南人童服

年生产总值估计近 100 亿元。
“作为湖南企业家 ，总想为家乡

做点事。 ”侯岳文坦言。 近年来，他为
家乡修路助学，累计捐献物资 200 多
万元 ； 他在湘阴投资 2 亿多元开发
“嘉雅豪园”房地产项目，成为当地第
一个 “全封闭全智能化 ”的高档花园
小区。

本刊记者 王 珊

他是商人，亦是学者。
他拥有广州市禾田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 11 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
净资产达 35 亿元；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
就获得金融法硕士学位，现在中山大学
担任兼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校董事、
兼职教授。

他就是广东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
长陈乐田———一个以经济报国，以实业

报国的智慧湘商(益阳籍)。
上世纪 90 年代的广州， 是中国房

地产市场的先行区。 在那里，陈乐田放
下大学老师、 银行法律顾问的身份，创
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禾田实业，
并在广州先后开发了近 10 个楼盘。 其
中，禾田大厦和丽景湾获得国家建筑行
业最高质量荣誉奖———鲁班奖；广州信
息港，成为广东省和广州市重点建设项
目、国内第二大软件园———广州天河软
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广州的
芯片”。 “信息港”开全国先河，发展“总
部经济”，吸引了网易、联想、中国电子
商务中心、百度、酷狗、优视、4399 等多
家知名 IT 企业和公司总部落户， 每年
实现产值超过 400 亿元， 贡献税收 30
亿元。

每一个项目， 都是一场房地产革
命，都是陈乐田对产业的巨大贡献。 说
起这些年越做越强的经验， 陈乐田认
为，是 “不贪大、不求快，只图在稳定中
求发展。 ” 在他的商业运作中，从来没
有同时进行过两三个项目。 正因如此，
陈乐田运作的项目大多是精品工程、标
志工程。

2007 年，陈乐田投资 8 亿元，在岳
麓山下，复制广州信息港模式，创立了
麓谷信息港。 该项目占地 3 万多平方
米， 分孵化中心及其配套设施两大部
分。 它是长沙河西的标志性建筑、省重

点工程，也是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
基地之一，可同时容纳 200 多家企业同
时进驻。 这个项目，成为政府、投资商、
入园企业相互支持，实现“三赢”模式的
典范。

“作为在外打拼的湘商，一直想对
家乡尽一份责任。 现在，湖南作为中部
省份， 各方面的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
留给企业家发展的空间很大，我们回乡
投资是必然。 ”陈乐田坦言。

2003 年，陈乐田在益阳建设了“丽
景雅苑”， 迄今仍是该市标志性宜居小
区；他积极参加长沙“宜居城市”建设，
投资 15 多亿元在芙蓉北路燎原水库边
兴建湖南山湖鹭岛……近年来，他在湖
南的投资超过了 25 亿元。 一个个具有
先进理念的实业项目，助推着湖南房地
产业提质升级。

读书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 陈
乐田作为广东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
积极带领会员回湘投资、为湖南招商引
资，服务湖南发展。 他自己先后为国防
建设、见义勇为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
会、扶贫济困基金会、体育事业等捐款
3000 多万元；为家乡改造渔场、铺路修
桥、捐建学校、设立奖学金，捐资超过千
万元。

他说：飞得再高，心也盘旋于家乡
的天际。 故乡是游子栖息的枝柯，天下
湘商愿为湖南发展加油、给力！

魅力湘商

陈乐田：大智慧筑就快意地产生涯

千禧之年， 在第二届中国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上， 不少新项目的签约
令人瞩目。 作为一家刚刚涉足高新技
术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深圳安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公司签订
了 “新型生物膜在生物医学中的开发
和应用”高新技术项目，填补了我国在
该领域的空白， 成为企业积极开展对
外合作，引进新技术的一个范例。

这家企业的领军者， 是一个具有
国际视野的宁乡商人———张跃华。

据了解， 作为一个高学历的工商
管理博士，张跃华有着多种身份：深圳
安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深圳市长沙商会会长，中国国
际商品流通协会名誉主席， 广东省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这些身份，代表
着荣誉， 也代表着他所坚守的多重责
任。

作为一名跨行业、 跨地区的企业
老总， 张跃华始终用全球视野引领企
业。 公司在深圳建立了全国最专业最
大的“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取得
了不少顶级品牌的中国总代理权；与
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多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伙伴关
系。 如今，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
已达 68 个，其中海外企业 8 家，解决

了 1 万多人就业的问题， 业务遍及高
新技术产业、房地产、进出口贸易、黄
金珠宝、娱乐业等多个领域。

作为深圳市长沙商会会长， 他十
年如一日回报桑梓，参与家乡建设。 他
在长沙开发房地产， 建设汽车配件市
场，投资环保工程及新型农业等领域，
总金额超过 10 亿元；带领会员回长投
资超过 14 亿元。 在公益事业方面，为
家乡捐款累计近 1000 万元，并带领商
会企业家回乡捐款 450 多万元。 资助
湖南省宁乡第一高级中学恒亚班的 35
名学生， 包括他们在校三年学习生活
的全部费用。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
家乡的发展摇旗呐喊， 促成了华夏中
小企业发展园在湖南宁乡县落户。

立足深圳 ， 眼观世界 ， 心系家
乡———这是张跃华对自己的定位。 他
用这样的方式谱写着人生的乐章，成
就了湖南人的骄傲！

创新湘商

责任湘商

张跃华：
大视野接轨国际市场

领军人物

在双峰县， 一个以我国不锈钢龙
头企业宏旺集团为基础， 承接沿海产
业转移的不锈钢百亿产业园正在如火
如荼建设中。 这个项目，总投资 4.8 亿
元,一期占地 320 亩，建成投产后可年
加工精密不锈钢 20 万吨，年产值可达
30 亿元，年创税收 7000 万元以上。 投

资方宏旺集团的董事长是双峰人、广
东省佛山市湖南商会会长戴促辉。

1995 年， 戴促辉背井离乡到广东
佛山经营不锈钢。十多年后，他的公司
越做越大，在广东、四川、河南、江苏、
湖南拥有十余个生产和销售基地，其
不锈钢冷轧宽带产量居该行业全国民

营企业之首。 在他的带领下，来佛山创
业的双峰人不计其数， 在佛山不锈行
业中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此次在湖南投资不锈钢城， 戴促
辉说：“我们佛山的双峰人都想为家乡
做点事，打造湖南人自己的不锈钢城，
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将为之努力。 ”

周华松：“创新”驱动，领跑民族卫厨

侯岳文：湖南童装点靓服饰之都

戴促辉：打造心中的不锈钢产业城

福建省湖南商会会长周华松

广东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陈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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