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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果把湖南经济比作一本“大部头”，那么民营经济无疑
是最精彩的一章；

如果把湖南企业比作商海“大军”，那么民营企业定是其
中最具活力的一支。

在 11 月 29 日举办的 2016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
上，省工商联发布了《2016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湖南民营企业抢抓
机遇、谋求发展，整体规模不断攀升。 去年，民企百强营业收入总
额达到 5830.60亿元，户均 58.31亿元，增速达到 29.66%。

三一、蓝思、老百姓等一批批民营企业勇立创新潮头，向
高延展价值曲线，向外拓展品牌疆域，向深探索智慧蓝海，在
适应新常态转型“蝶变”的同时，也在各个领域、各个维度重新
标刻着世界对湖南的定义。

如蓝思科技，从把玻璃面板用于手机开始，一路创新一路
超越，到今天在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几乎每个国际品牌首款玻
璃产品均来自于蓝思；

如老百姓大药房，15 年前首开全国药品零售行业平价自
选之先河，15 年后在全国 16 个省级市场拥有门店近 2000
家，成为规模最大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如金龙集团，作为我省首批循环经济试点示范企业，通过
高科技把废铜、 废有色金属转变为高新产品，“变废为宝”，在
两型社会建设中建功屡屡；

如泰富重装，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弄潮“一带一路”，引领
着湖南“智造”走向世界……

在百强民企发布会上，这些企业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
本报对发言进行了摘编，望给发展路上同行者以借鉴。

【观点摘录】
从 2006 年落户浏阳，蓝思科技

就跟随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开
启了同频共振的发展征程，如今十年
过去，蓝思在湖南已拥有 4 大研发生
产基地，厂房 200 多万平方米，员工
7 万多人，累积纳税超过百亿，成为
湖南民营经济中积极进取的一分子。

本轮金融风暴以来，国内制造业
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以美国、日本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吸引高端制造业
回流，国内土地、能源、人工成本不断
上升。 面对双重挤压，在大部分企业
都在收缩投资、 大幅裁员的情况下，
蓝思选择了坚持和坚守，继续加大在
湖南的投资。2016 年，公司将定增募
集到位资金 30 多亿全部投资到长
沙的朗

木梨及浏阳园区。 公司在 3D 玻
璃加工、 自动化改造上继续加码，同
时扩大对精密加工、生物识别等新增
项目的投入， 投资总额达到 60 亿
元。

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我想源于
两个字———“信心”。

信心来自于对家乡湖南的热爱。
如果说 2006 年我秉承父亲遗愿回
湖南投资，有出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考
量，那么十年之后再次在湖南加码投
资，则是因为决定要扎根家乡，跟家
乡的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信心来自于对湖南省委省政府
打造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信任。湖南各

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都非常重视民
营经济发展，着力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在民营企业碰到困难和问题
时，总是靠前服务，积极想办法帮企
业渡过难关。我们有理由相信接下来
湖南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信心还来自于企业自身创新发
展的自信。 回溯蓝思的发展之路，就
是一段坚持创新发展的征程：从钟表
玻璃到视窗玻璃，我们实现了玻璃应
用领域的创新； 从 2D 到 2.5D、3D，
我们实现了玻璃工艺技术上的创新；
从普通玻璃到蓝宝石、 陶瓷材料，我
们实现了原材料上的创新，从旧的仿
形加工到新的全自动精雕生产，我们
开创了行业规模化发展的全新历程
……正因为创新，给企业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在全球消费电子
行业，几乎每个国际品牌首款玻璃产
品均来自于蓝思。蓝思业务涵盖视窗
防护面板、触摸屏模组、摄像模组、指
纹模组、生物识别、芯片、陶瓷、蓝宝
石、金属配件等，应用蓝思部件的产
品已经遍布全世界。

去年，在全省创新创业巡回报告
会上，我说过“蓝思走的是艰苦创业
的正路， 做的是自主创新的实事，圆
的是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
梦’”。我想，蓝思的这份情怀不会变，
我们会坚守初心、继续前行，为湖南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设
新湖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蓝思科技：

坚定信心 创新发展
【发言嘉宾】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群飞
【企业简介】

蓝思科技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高端视窗触控防护玻璃面板、
触控模组及视窗触控防护新材料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2015 年,集团
营业总额达到 414 亿元，集团进出口额超 40 亿美元，连续 6 年排名湖
南加工贸易企业内首位。

【观点摘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
禀赋。 省十一届党代会上提出了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的发展战略。 回想 15 年老
百姓大药房发展历程，最宝贵的经验就
是不断的扬弃，持续的创新。 创新是我
们公司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我们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潜力所在、 希望所在、出
路所在。

我们致力于商业模式创新。 15 年
前，我们首开全国药品零售行业平价自
选之先河，降低药品价格 45%，赢得了
广大老百姓的认可。 15 年来，我们成功
开发了湖南、湖北、陕西、浙江等 16 个
省级市场，拥有门店近 2000 家，在国内
的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中抢占了市场先
机。

我们致力于经营管理创新。 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药师俱乐部，提升公司药学
专业服务水平；斥资近 1 亿元打造了全
国联网、及时响应的信息系统、实时监
控系统和数字化指挥中心，提高公司的
管理效率；建成了全国药品零售行业第
一个国家级五星仓储， 强大的采购、物
流仓储实力支撑着我们在行业竞争中
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致力于产业融合创新。 我们立
足药品零售主业，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
革、社区医疗合作，计划将医疗打造成

为公司第二主业， 布局大健康生态圈，
实现公司千亿市值目标。 我们借国家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政
策东风，实现了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合
作， 在长沙湘江新区建设一家国内一
流、国际化品质的三甲妇女儿童专科医
院；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进社区
医疗合作，与长沙市部分社区的合作正
在快速有序推进中。 我们逐步开展疾病
管理、轻诊疗，家庭护理，膳食指导，中
医理疗养生、 智慧医疗、O2O 智能药房
等业务，努力为湖南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探索新路。

我们致力于企业文化创新。 创新发
展，回报百姓，奉献社会，已成为公司的
核心文化。 截至 2015 年底， 我们为扶
贫、救灾、助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社
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累计 4700 多万
元。 同时，作为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在洋湖湿地公园国际影像艺术产业
基地投资 1.5 亿元建设公益性的影像艺
术馆， 该馆建成后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努力为老百姓打造一座高质量、 高品
位、全开放的摄影艺术殿堂。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技术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层出不穷。 在激烈的竞争中
要抢得先机，就必须敢于创新、善于创
新、持续创新。 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在创新引领中再创企业辉煌，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共同奋斗！

老百姓大药房：

创新引领 再创辉煌
【发言嘉宾】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子龙
【企业简介】

老百姓大药房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已在上海主
板成功上市。 2015 年度，公司上交税收 3.35 亿元，解决就业岗位 1.5 万
多个。

【观点摘录】
提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很多

人可能脱口而出“收破烂的行业”。
这里我想澄清一下， 我们可不是简
单的收破烂，而是名副其实“变废为
宝”。

以资源再生为载体， 通过节能
减排和创新模式， 金龙集团年节约
标煤 10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60 万吨， 相当于公司年植树造林
22 万亩，人均年植树造林 400 亩的
社会效益。 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要
把污染严重的冶炼工序转变为符合
科学发展的新型绿色环保产业。

明年是金龙集团成立 20 周年。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金龙集团立
足全球视野，整合行业资源，致力于
“三大融合”，实现战略转型。

一是“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
的融合。 一方面立足再生金属循环
经济的产业发展，加强自主研发，提
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另一
方面借助金龙良好的资金状况，通
过“资本运作”服务“实体主业”，助
力企业转型。

二是“传统制造业”与“新商业
模式”的融合。 金龙集团致力于打造
再生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平台， 以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支
撑， 形成再生金属全产业链资源整
合能力，建立工业定制化生产模式。
通过“再生金属循环经济 + 互联网”
的融合，聚集行业所有用户，连接交
易、结算、金融、物流等外部合作伙
伴，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形成闭环生
态体系， 打造全新的再生金属循环

经济产业生态圈。 比如，我们联合华
自科技成立了湖南能创国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这是一家智能电力设
备的行业云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提
供一个开拓海外电力市场的资源平
台。

三是产业与金融的融合。 面对
再生金属行业效益越来越低的风
险，我们组建专家团队，在全国同行
业中首创金融产品服务模式， 整合
中南地区及周边省份的近 200 家再
生铜回收、 生产和贸易企业， 打造
“再生铜千亿产业联盟”。 不但促进
上下游企业的业务持续开展， 保障
企业合理的经营性盈利， 又通过套
期保值和期权等多种抵抗风险的金
融服务产品， 为上下游企业转移市
场价格风险， 增加在市场的话语权
及谈判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
企业品牌价值。

在金龙，我们推崇“共创、共享、
共赢”的文化。“共创、共享、共赢”，
则意味着改善人才发展环境， 通过
共享资源、共享平台、共享价值，促
进不同文化和思维的交流、碰撞，从
根本上保证金龙集团的创新活力与
动力。 金龙正在打造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平台，实质上就是一个培养、引
进、优化配置人才的创新发展平台，
这也将是金龙创新发展、 基业长青
的希望所在。

【观点摘录】
泰富重装是一家年轻的企业，也

是一家成长迅速的企业。成立短短五
年，投资建成了以湘潭九华、天津临
港为核心， 筹建或在建湖北沙洋、安
徽蚌埠、广东佛山、广西防城港等制
造基地， 总占地面积达 1.4 万亩，已
建成 240 万平方米厂房配套设施工
业园，形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海工装备
制造生产基地。

这 5 年来，我们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埋头苦干，用业绩发声，特别是
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抓紧
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拓展散料输
送装备系统、 港口装卸装备系统、海
洋工程装备系统等方面的业务版图，

通过与中国水电、中国电建等央企深
入合作，在东南亚、非洲、中亚等地区
斩获颇丰， 泰富的项目继续全球落
地， 泰富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
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先锋之一。

经济新常态下， 民营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 跨国投资经营的风险更不可低
估。 泰富重装敢于走出去，在海外市
场劈波斩浪，源自于我们想清楚了一
件事，做了一项商业模式的创新。

首先，与过剩产能走出去的流行
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优势产能应率先
走出去。 中国制造行业产能不是“绝
对过剩”，而是“低端过剩”、“碎片化
过剩”。 湖南的装备制造业是首个过

万亿的产业，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只要做足整合的功课，完全可以
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作为。

怎么整合？创新商业模式是我们
给出的答案之一。 目前，泰富重装已
成功由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
业转型，成为海工、港口、冶金、电力
等领域的工业工程综合服务提供商。
通过并购与战略合作整合设计、制
造、施工、项目管理等上下游产业链
资源， 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格局，
并创立工程公司， 引入项目融资服
务，利用自身的平台和与金融机构的
合作，为客户提供项目融通资金解决
方案，并在产品研发和智能服务体系
等多方面实施了自主创新。 通俗来
讲，就是制造业服务化，为客户提供
“定制服务”。

我们在国内先行先试这一模式，
复制到海外后， 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
优势和生命力。 未来 3-5年，泰富重
装将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一带
一路”、“中国制造 2025”， 结合集团
“做大、做实、做强”的战略方针，重点
打造综合性的制造服务平台、 工程服
务平台、 金融服务平台和装备交易服
务电商平台等 4大平台， 成为全球领
先的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工程综合服
务提供商，为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实现
湖南“智造”走向世界贡献应有力量。

金龙集团： 泰富重装：
创新商业模式 做“一带一路”建设先锋【发言嘉宾】

湖南金龙国际集团总裁 毛铁
【企业简介】

湖南金龙国际集团是一家集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有色金属新材料研发、铜铝产品精深加工、电线电
缆制造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认定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是湖南省首批循环经济试点
示范企业。

【发言嘉宾】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勇

【企业简介】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先进装备制造及系统工程总承包、配套服务为主的创新型企业，为国内外客

户提供物料输送高端成套装备、港口和海工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安装、调试、项目融资及总承包服务。

共创 共享 共赢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蓝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飞女士
作为百强民营企业代表发言。 谢正午 摄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

先生作为百强民营企业代表发言。 谢正午 摄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湖南金龙国际集团董事长毛铁先生作为
百强民营企业代表发言。 谢正午 摄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泰富重装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先生作为

百强民营企业代表发言。 谢正午 摄

(王珊 谢作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