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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一带一路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杨燕飞）今天，省内50多家生态环保组织、
40余家高校社团，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官
员、 专家学者、 环保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共
200余人，汇聚一堂，在长沙举行为期2天
的我省首届生态环保组织绿色发展年会。

据年会发起方、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
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我省第一
个民间环保组织———湖南新宁县环境保
护志愿协会成立以来， 目前全省各类生态
环保组织已突破100家， 社会组织和高校
社团分别占55%和45%左右。 随着公众环
境意识提升和民政部门的社团管理政策

逐渐放开， 近两年来， 一批专注于环境监
督、环境维权、环保科普的新兴本土环保机
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年会期间，将举办“生态文明建设与
公众参与”、“湖南生态环保组织优秀项
目分享”、“环保组织的能力建设和风险
防范”、“生态文明建设， 大学生在行动”
及“阿拉善SEE湖南中心项目发布会”5场
主题论坛。

“整合政府、企业、环保公益组织、媒
体、专家学者等各类资源，抱团发声，可以
凝聚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绿色湖南’。”省
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表示。

�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冻雨、冰雹、雨夹雪、纯雪，1
月20日晚开始到今天，湖南的雪下的琳琅
满目。24日开始， 阳光将渐渐取代雨雪天
气。但冷空气却不肯就此罢手，明后两天气
温持续下降，24日至25日早上， 部分地区
最低温将降至零下10摄氏度左右。

据实况监测显示，22日08时至23日08
时，耒阳、江华、蓝山、桂阳和郴州5县市出

现冰冻，有49个县市出现积雪，其中常德、
南县、石门积雪深度最大，达4厘米。 省气
象台预计，24日至25日全省冷晴天气；26日
云系增多，湘南局部降水；27日至30日自北
向南有一次中等强度降水过程。 气温持续
下降， 25日长沙也会迎来21世纪以来最冷
的一个早晨， 最低气温达零下5摄氏度左
右。而24日开始，春运也将拉开序幕，奔走
在路上的人们，注意保暖，一路珍重。

月桂聊天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今天上午，湖南省联合产权
交易所邵阳油茶分所在邵阳县正式成立，
成为全省首家县级产权交易所。

该所由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邵阳
县政府、 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园三方共
同打造， 将致力于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推动
油茶林权进场交易，同时推广“邵阳油茶”
种植、管理、转让标准和“邵阳茶油”收储、

生产、产品等级标准，实现油茶林权、油茶
产品管理和交易规范化、规模化，推动油茶
产业高速、稳定发展。

近年来， 邵阳县将油茶产业作为全县
农业第一支柱产业进行倾力打造。目前,全
县油茶林面积达到58.9万亩， 年产茶油
1.56万吨，产值逾10亿元，先后获取“全国
油茶产业示范县”、“中国油茶之乡”、“中国
茶油之都”等6块“国”字号“金牌”。�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健）24日零点，长沙绕城高速洞井收费站将
建成运营。 这标志着长沙绕城高速将与全省
高速联网收费。 车主从其他高速转长沙绕城
高速后，无需再进行两次收费，可大大提高通
行效率。

据湖南投资集团介绍，24日零时起，长沙
绕城高速的主线收费站全部拆除。届时，除长
沙机场高速外， 全省所有收费高速全部联网
收费。 车主在湖南境内及联网的周边省区，上
下高速各只需经过一个收费站， 将大幅提升
通行能力。

�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娄歆月 姚学文
袁首）随着雨雪冰冻天气的到来，长沙火车
南站春运特护期先期而至，提前4天启动春
运应急模式。综管办主任吴平辉介绍，2016
年春运特护期为1月21日至3月3日，历时44
天。 预计春运期间， 南站日最高开行列车
240对，高峰日的到发旅客量将突破22万人
次，超过2015年春运高峰6万人次。

为了确保春运期间旅客安全舒适出
行，南站实行保畅通、保安全、保洁净、保优
质的“四保”政策。在交通组织方面，地方和
铁路交警部门加强交通指挥和疏导， 确保
站区及周边交通的快进快出； 在春运高峰
期，实行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模式，每
天增派80名武警、80名协警， 设立“车巡
组”、“步巡组”在站内全方位巡逻；在环境
卫生方面，增加应急保洁人员30名，站内保
洁、安保人员119名；同时，还增设一个“星
雨亭”，用关心、关爱、呵护的工作态度，为
广大旅客答疑解惑，现场提供方便。

�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周月桂）遍布
长沙大小社区的连锁便利店芙蓉兴盛开起
微信商城。21日， 芙蓉兴盛微信商城正式上
线，开启该企业O2O双平台(APP+微信商城)
战略。

“消费者通过手机APP和微信商城购物，
1小时便可送货到家， 商品涵盖生鲜水果、零

食杂货等诸多品类， 目前正逐步实现长沙市
全面覆盖。”芙蓉兴盛董事长岳立华说。作为
湖南布点最广的社区便利店之一， 芙蓉兴盛
在全国范围有8000余家门店， 芙蓉兴盛O2O
微信电商平台将以社区网络服务为入口，以
“社区连锁超市+配送业务”的形式，为5000万
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互联网购物体验。

�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可人 刘广）1月22日凌晨6时，8
台专用运气车装载3万立方米压缩燃气从
长沙开出，安全运达湘阴，通过管道输送到
26000个燃气用户家中。

由于湘阴至长沙的输气管道工程正
在建设当中， 目前湘阴只能靠移动运气车
辆从长沙拉气。近几天来，冰冻天气持续降
温，湘阴燃气用量不断攀升，由原来的日供
气18000立方米升至32000立方米， 造成
了气源难、运输难、调度难。湘阴长燃中阳

燃气有限公司作为该县唯一供气商， 提早
制定冰冻天气供气预案。从1月21日开始，
公司增加3台临时应急运气车， 并与长沙
一燃气公司签订临时供气协议， 由该公司
每天准备两台装满8000立方米的燃气槽罐
车停靠在燃气门站待命，做应急储备。由于
租车、储存、员工加班等费用的增加，导致该
公司每立方气的成本提高0.5元， 每天增加
成本15000元。“宁亏100万元， 也不能断
‘气’。” 公司董事长伍继志呼吁广大用气居
民一定要节约用气，科学用气，节能减排。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从今天起到31日，意大利购物节将在长沙
市万达广场启动， 这是湖南和意大利马尔
凯大区正式缔结为友好省份以来， 双方首
次在湘举行的大型经贸交流活动。

意大利与湖南之间往来频繁， 其中，
湖南和马尔凯大区从2011年开始建立友
好往来关系，2013年正式缔结为友好省
份， 此次购物节是两地首次共同举办的
大型经贸活动， 集结了40多家意大利品
牌，包括食品、红酒、化妆品、汽车、游艇
等， 许多品牌都是首次进入湖南市场。省
商务厅副厅长周越表示，此次购物节的举

办， 提供了一个意湘贸易交流的契机，两
地在汽车产业、环保产业、城镇化建设、现
代农业、健康产业等方面也可以探讨深度
合作。

据了解， 购物节期间将举行B2B企业
圆桌会议， 邀请知名意大利零售企业代表
与中方电商和经销商代表进行对接， 促进
意大利品牌进驻湖南市场， 加大意大利与
湖南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活动由商务部
外贸发展局、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馆、湖南
省商务厅、中国意大利商会、意大利马尔
凯大区国际关系与商务署和长沙市政府
共同主办。

新常态 新商务

意湘经贸交流取得突破
首次在湘共同举办大型经贸活动

我省生态环保组织突破百家

环保公益“湘军”抱团助力“绿色湖南”

阳光取代雨雪 气温持续走低

长沙将迎21世纪以来最冷早晨

首家县级产权交易所
在邵阳县成立

冲破“三难”
3万立方燃气源源输入湘阴

今日零时，
长沙绕城高速与全省联网收费
车主上下高速只需一次收费

弄潮“一带一路”，
湘企凭什么
———湖南企业成功“走出去”之行与思（上）

� � � � 1月22日，长沙火车
站广场，旅客在新搭建的
春运候车大棚内等候进
站乘车。当天，该市火车
站候车室前坪的春运大
棚已经搭建完成，为旅客
挡风避雨有序进站乘车
提供了便利。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长沙火车站
设候车大棚

提前进入春运

长沙火车南站
旅客猛增

便利店也玩O2O
芙蓉兴盛微信商城上线

�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龙文泱 ） 今天，“新湖南·新楼市”
2015湖南房地产年度总评榜暨长沙市房
地产商会年会在长沙举行。 中建芙蓉嘉苑
等优质楼盘获奖， 湖南顺天集团董事长苏
松泉等先进人物获奖。

2015湖南房地产年度总评榜活动由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长沙市房地产
商会联合主办， 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支
持指导。省内近百家品牌房企、房地产产
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 各大商协会代表
出席。

活动启动以来， 吸引了众多房地产业
内人士和市民参与。 在楼盘海选阶段，“新
湖南客户端” 收到各大楼盘总投票数超过

30万票。
根据“新湖南客户端”的投票结果，活

动现场颁发了2015年度湖南最佳品质楼
盘、2015年度湖南房地产行业创新奖等楼
盘类奖项15项，中建芙蓉嘉苑、碧桂园·湖
南区域等楼盘获奖；颁发了2015年度湖南
房地产行业领军人物、2015年度湖南房地
产行业杰出贡献人物等人物类奖项6项，
湖南顺天集团董事长苏松泉、 福晟集团董
事长潘俊钢等获奖。

长沙市房地产商会与湖南瑞臻生态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活动现场签署了战略合
作伙伴协议。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等29
家企业获评2015长沙市房地产商会优秀
会员单位。

“新湖南·新楼市”2015湖南房地产
年度总评榜揭晓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不靠海、不沿边，中部湖南展现浓浓“国际范”：
累计核准境外企业1156家， 涉及86个国家和地区，
投资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十位、中部6省首位。

下南洋、闯欧美，海外市场频频刮起“湘旋风”：
一粒种子，播撒“一带一路”；一块茯砖，闯出万里茶
路；电力机车开往亚非欧，工程机械覆盖六大洲。

驰骋海外，纵横市场，湘企究竟凭什么？

� � �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这
话，对湖南电力机车而言，颇为贴切。

19年前， 株机公司机车车辆首次走出
国门，代表中国电力机车第一次出海“闯世
界”。如今，株机公司产品驰骋在中东、东南
亚、中亚、非洲、欧洲等地的铁轨上，展示中
国高端制造业崭新形象，成为中国装备“走
出去”的大明星。

“海外市场，风高浪急。没有过硬本领，
难免折戟沉沙。”专业从事海外市场10多年
的中车株机海外市场营销中心区域经理仇
洪波，感慨最深。无论是在非洲市场与众多
国际知名企业“同台打擂”，还是成功敲开
欧洲高端市场大门， 株机公司凭借的都是
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意大利CIFA公司、 德国普茨迈斯特、
英国丹尼克斯……这些， 曾经都是世界制
造强国的“明星企业”，如今悉数改旗易帜，
纳入湘字号企业麾下。

湘企高调从海外“迎娶名门”，当然离不
开自身过硬实力：“吞得下，还必须消化得了！”

中联重科凭借强大的吸收、转化、创新
能力，通过并购国际行业巨头，其制造能力
实现质的飞跃。“全球最长臂架泵车”、“全
球最大履带式起重机”、“全球最大轮式起
重机” 等多个世界纪录相继诞生。 携众多
“全球之最”， 中联重科从行业巨头名下抢
得市场，产品迅速覆盖六大洲。

除了“高大上”的机车、工程机械，小小
一块茯砖茶，要想闯荡海外，同样要有“独
门绝技”。

欧洲茶商和消费者爱黑茶，但对“傻大
黑粗”砖茶不感兴趣。湖南茶企通过技术攻
关，开发出外观像立顿红茶、内质却是纯正
茯砖风味的速泡茶，很快风靡东欧市场。

从事农业的隆平高科， 凭借杂交水稻
这一核心优势， 在东南亚以及非洲享有较
高声誉。从援外培训、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到
本地化育种……隆平高科与40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沿着“一带一路”播撒
合作共赢种子，续写湘企“走出去”传奇。

� � � �埃塞俄比亚，面积110多万平方公里，经济发展
落后，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世界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集团，却选定与该
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建设湖南装备制造合作园区。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解释，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
洲东北角，选择在这里办园建厂，既可覆盖周边的非
洲10国，还能以此为跳板辐射中东、欧洲及美洲的
21个国家。“虽然是跨进一个国家， 面对的却是一个
巨大的区域市场”，三一集团看准是市场辐射面。

小地方，大商机。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负责
人介绍，一些看似投资冷门的国家，如毛里求斯、文
莱、苏里南等，面积虽小，但商机不小。2015年，远大
住工就从苏里南获得一个18000套房屋住宅的建设
项目，出口额达40亿元人民币。

模式创新，也能掘金。博深实业接手外国人经营3
年却陷入巨亏的阿联酋阿治曼中国城，改善硬件设施，
规范流程设置，创新营销模式，提升管理水平，如今中
国城内1600家店铺，全部卖中国商品，生意红火旺盛，
成为中东乃至西亚地区第二大中国商品批发集散地。

资源优势，也是经济优势。德伊进出口有限公司
董事长洪族文曾是长沙人造板厂的一名员工，2000
年下海在长沙开设了一家小规模的复合地板公司。
目前他在柬埔寨投资200万美元从事木材加工“老
本行”，“当地林木资源比国内丰富、限制少，但房地
产发展势头正盛，相关行业的市场空间非常大”。

细算成本，谋定后动。湖南醇龙箱包选择在尼泊
尔投资建厂，公司总经理李刚清心里有本成本账：国
内员工的月薪为3000元至5000元，在尼泊尔雇工工
资折合为1000元人民币；在当地加工销售税费可降
低10%，折算下来，总成本可降低20%；另外，从东南
亚出口欧美既无出口配额限制，还能免关税。

� � � �湖湘文化底蕴深厚，湖南人敢为
人先。

谁也没有想到，省内鲜为人知的
湘潭神州龙实业有限公司，竟是湖南
首家经商务部门核准备案的境外投
资企业。

谁能想到，从省内相对贫困地区
走出去的“邵商”，投资兴业，纵横东
盟，在泰国、越南、老挝、印尼创办了
湖南工业园。

“神州龙”和邵商的海外创业史
就是对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的生动
诠释。

18年前，“神州龙” 勇闯北非。18
年打拼，“神州龙”从单一服装加工贸
易成长为“纺织大佬”，并跨界在钢铁
领域玩得风生水起。

“吃得苦、霸得蛮”，几乎是湘企
走向海外闯市场的“精神标配”。

水电八局， 素有“水电湘军”之
称。巴基斯坦的巴罗塔水电站，是水
电八局走出国门的首个工地。当工程
进入关键阶段，正巧碰上美国对阿富
汗境内基地组织实施空中打击。巴罗
塔水电站离阿富汗只有100多公里，
战机几乎每天从工地上空飞过。承建
电站的外国公司相继撤离，唯有水电
八局施工人员全部留下来继续干。在
柬埔寨， 水电八局一口气承接了6个
水电工程。 建设工地地处热带丛林，
毒蛇、毒虫随处可见；施工现场，遍布
战乱留下的地雷。施工人员每天冒着
生命危险，在工地上进进出出，工程
如期完成。口碑就是品牌。如今，水电
八局项目已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

现任泰国湖南商会副会长陈玉
宝20年前刚到泰国时， 做过服务生、
厨师，搞过物流，当过导游，尝遍酸甜
苦辣却没有埋怨和退却。凭这一股子
拼劲，终于闯出一片天，在曼谷黄金
地段创立了颇具规模的“新中国城”。

今年26岁的郴州小伙朱俊诚，是
泰国湖南商会最年轻的企业家。2011
年，初来泰国，不会英语和泰语，朱俊
诚一筹莫展。由于语言不通，不会点
菜，他每天只能吃盒饭。但朱俊诚勇
于挑战，一番艰辛努力，终于在泰国
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像陈玉宝、朱俊
诚这样在泰国乃至东盟奋斗的湖南
人，数以十万计，而湖南仅在泰国注
册的企业即超过800家。

凭的是
过硬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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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的是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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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的是
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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