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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10年，湘企唱响经贸大戏

泰富重装的工程设备预组装现场。 通讯员 摄

� � � � 2010年7月16日，山河智能巴西项目首批30台工程设备发车。（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进入让中国标准
“走出去”的4.0时代

“湘企‘走出去’，跟众多中国企业一样，
已经进入让中国标准‘走出去’的4.0时代。”
泰富重装海外公司总经理陈忠平介绍， 湘企
向海外拓展，经历了劳务出口，到设备、工程

“走出去”，再到资金“走出去”和现在的让中
国标准“走出去”4个阶段。泰富重装的海外拓
展，就是让中国的工业标准，通过泰富重装的
工程承包、产品销售“走出去”。

“以前在港口、码头卸货，如车厢里的煤，
需要装卸车一铲一铲地挖，耗时耗工。有了翻
车机，一节车厢几秒钟就可以翻滚卸货，而且
我们研发的翻车机， 从只翻一节车厢到现在
可同时翻滚两三节车厢。”陈忠平说。

“山河智能拓展海外业务，定位国际主流
品牌同等位置， 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与国际
品牌竞争。”山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说，山河
智能在工程装备领域扛起了自主创新的大
旗，同时进入了门槛更高的航空领域，已成功
研发出200多个规格型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性能产品， 跻身于全球工
程机械企业50强、世界挖掘机品牌20强。

在非洲， 随着按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修建
的现代化新铁路陆续通车， 中国标准的机车
和设备也在非洲大行其道， 这里面就少不了
为中国中车等国际知名轨道交通装备企业提
供配套产品的株洲联诚集团。

“我们公司的主导产品在国内轨道交通
装备所有核心成员企业中均有销售， 与西门
子、 庞巴迪等世界一流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公司拥有各项专利422项，先后主
持和参与9项行业标准的制订，高速动车组牵
引风机、 传感器等产品成功替代国外进口产
品，并首装于中国自主研发的标准化动车组。
公司铝合金结构件已成为行业名片。”株洲联
诚集团董事长肖勇民介绍，2014年，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得599台南非整车出口
订单，株洲联诚集团为其中180台提供核心配
套产品。

湘企的水准：

� � � � � �荨荨（上接1版）
富起来的人们盖起了楼房， 在景区开起

了小饭馆和小旅店， 红色的村落， 升腾起希
望。从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到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文明村镇， 韶山村的发
展， 是首创精神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功实践
的典型范例。

“韶山发展不仅要讲速度，更要讲质量；
不仅应注重经济建设， 更应注重生态建设和

文化建设。”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央
宣讲团为韶山村“把脉”后开出的“处方”，让
他们找到了加油的新方向。

还绿、还田、还路、还湖……为了景区的
整体形象和统一规划， 韶山村大刀阔斧地拆
除核心景区的违章建筑、零散摊位、非法停车
场等，最大限度地保留乡村风情，展示韶山风
韵。238名党员争当“排头兵”，带领大家向前
看，而不是向“钱”看。

2016年1月， 村党组织坚决拆除了原本
摆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零散旅游商品摊位。

“光这些摊位，30多户村民一年就能赚300多
万元。”村党委委员曾晨阳坦言，起初有些群
众不肯拆。后来，党员带头拆除了摊位，大家
服气了，一一效仿。

破旧，是为了立新。
一尊铜像、一处故居、一座纪念馆，是很

多红色旅游景区的“老三样”。为了给游客创
造不一样的旅游体验，韶山村党委创新思路，
深挖红色旅游内涵，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将
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乡村休闲等结合起来，

打造“红+绿”的旅游产品。
空中红薯、辣椒隧道、葫芦长廊……韶之红

太空农场里的新奇玩意让3岁的天津小姑娘蜜
可兴奋不已， 一旁的爷爷说：“一直担心这么小
的孩子跟我们出来会闹腾，现在可好，舍不得回
去了！”

通过流转土地、盘活资产、参股企业，如今，
韶山村的“家底”愈发厚实：全村共有8家村集体
企业，固定资产达4000余万元。2016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850万元，年产值2.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26800元。 村民们分享着集体经济结出的硕
果：农村合作医疗，个人不交钱，全部由村里出；

60岁以上的村民每年领600元以上的“红包”；村
里的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都得到了妥善照顾。

腰包鼓了，党员群众的思想活跃了，要时常
不忘“扯扯袖子”“补补钙”。村党委不定期地请来
老地下党员和老干部，给党员、群众讲韶山光荣
斗争史；编印《毛主席光荣革命一家》《韶山革命
传统录》《韶山魂》等乡土教材，发放给党员群众；
每逢节假日，组织党员在景区开展志愿服务。

“韶山变了， 毛主席家乡人的日子越来越
好；韶山没变，韶山精神永远薪火相传。”毛春山
说，作为韶山村党委新一届的“当家人”，他会跑
好“接力棒”，不负92载的荣光。

韶山村：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杨能团 孙晨晖

9月3日至4日，2017年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在厦门举行，这是同期在厦门举
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配套
活动之一。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是金砖国家工
商界加强对话磋商、 深化经贸合作的重
要平台，通过湖南省贸促会的积极争取，
精心推荐，远大集团、山河智能、泰富重
装、株洲联诚集团、金旺铋业等5家湘企
拿到了难得的“入场券”。这5家湘企，均
是行业的翘楚，大多在俄罗斯、印度、南
非、 巴西这些金砖国家有较大规模的投
资与贸易。

从2006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
以来，金砖合作走过了10年历程。金砖
10年，是这些湘企筚路蓝缕，奋力开拓，
在不断收获中迎来加速发展的10年，也
成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加深的重要元
素。透过这5家湘企“走出去”发展战略，
可以看到湘企如何唱响经贸大戏，走出
自己的成功之路。

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创下许多出口之最

“远大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期盼
已久，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这些金砖
国家，都是我们深耕的市场。前不久我们
刚向俄罗斯和印度出口了一批远大最新
研发的非电空调产品， 拓展海外业务，我
们只做最环保、最节能的产品。”8月28日，
在星沙远大城，记者采访了远大集团空调
国际公司总经理吴正。他告诉记者，像这
款最新型的远大Ⅻ非电空调，内部管材是
全钛管，寿命长达60年，节能更高效。

“远大从1997年开拓海外业务至今，
产品已遍及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金砖合
作机制建立之初，远大就是受益者。”吴正
介绍，这几年，远大在金砖各国取得长足
的发展，如非电空调在俄罗斯占有80%的
市场份额，在印度、巴西、南非的市场份额
也达到了60%以上。 高端客户不胜枚举，
如俄罗斯的秋明国际机场、瑞士驻印度大
使馆、巴西的维多利亚酒店、南非的MTN
集团等。

湘企在金砖各国唱响经贸大戏，不仅
是市场份额占比越来越高，而且创下了许
多世界之最或国内同行同类产品出口之
最。 如印度古尔冈地区的DIC� CYBER�
CITY商业综合区，建筑总面积达180万平
方米，远大为其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冷热
电联产系统及区域空调，为印度的节能减
排及低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巴西，
泰富重装为淡水河谷公司提供了当时世
界最大的堆取料设备；山河智能曾一次性
向俄罗斯出口滑移装载机600台、 静力压
桩机近80台，创下国内同行同类产品出口
之最。

一组数据也能说明湘企对金砖各国
的经贸活动在持续升温。 据长沙海关统
计，今年前7个月，湖南对金砖4国进出口
11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7.9%，比同
期湖南省外贸整体增速高出30.5个百分
点。

随着贸易的增长，湘企在金砖各国投
资办企业或项目的兴趣也大增。

“金砖国家都在积极吸引投资，总体
来说大力鼓励海外投资，因为投资能带动
当地的经济、税收及就业，当地人对中国
投资是欢迎的。” 山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
告诉记者，山河智能从2002年起开始探索
国际业务，目前产品已出口到全球90多个
国家和地区。山河智能已在俄罗斯、南非
成立子公司，实现销售和服务人员常驻。

远大目前在印度有独立的子公司，株
洲联诚集团与中车旗下核心企业在南非
本地投资组建“南非中车株洲联合体公
司”， 为出口到南非的机车提供本地化及
维保服务。

“近年来，省贸促会发挥优势，积极助
推湘企与金砖4国的经贸合作， 我会设立
的境外联络处有9个，其中就包括驻印度、
驻俄罗斯的联络处；拥有‘中国———印度
商务理事会联络办公室（湖南）’等多个对
外合作机制性办公室，在金砖国家举办了
一系列的经贸活动。” 省贸促会会长贺坚
告诉记者。

据统计，截至2017年7月，湖南经商务
部门核准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开展
境外投资的企业共有62家，合同投资总额
为9.26亿美元， 其中中方合同投资额为
6.66亿美元。

湘企的业绩：

湘企开拓海外业务，每一步都充满艰辛。
“前期开拓市场很艰难， 公司投入也很

大，要先做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参加展会寻
找合作伙伴，还要长期做当地政府机构、行业
协会的基础工作。”远大集团空调国际公司总
经理吴正说，像市场调研和分析，就包括要充
分了解金砖国家的发展规划、 当地法律法规
和文化习惯，设计合适的业务模式。

“不做好市场分析， 就等于瞎子摸象，等
着交巨额的学费。”泰富重装海外公司总经理
陈忠平说。 泰富重装主攻新一代海工装备制
造及大型工业工程领域总承包服务， 而国际
工程承包市场是分级的，有难易程度。他们从

非洲这样的一
级市场做起，逐
级提升。经过这
几年在海外承

包经验的积累，已进入如东欧、南美等第四级
市场，对于进入第五级市场如北美、西欧，还
需努力。

“开发适应本地需求的差异化产品，是山
河智能海外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何清华告诉
记者， 基于这样的市场分析而设计的业务模
式，就将挖掘机批量销售到巴西，旋挖钻机批
量销售到印度， 静力压桩机和滑移装载机批
量销售到俄罗斯。

“除了坚持自主创新和差异化竞争，另外
就是要重视本地化销售、 服务甚至组装生
产。”何清华说，持续寻找当地有实力的、专业
的经销商来开拓市场， 是山河智能在金砖市
场取得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

“远大海外拓展，前期是寻找经销商和合
作伙伴，后期招聘本地员工，逐步实现销售、
服务本地化。”吴正说，海外差异很大，当地人
更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更容易拓展市场。像
远大在印度的子公司， 印度籍本土员工近百
名，负责印度市场的销售和服务工作。

“每天一睁眼，197万元的日常成本就摆
在面前， 企业要挣钱， 就要注意防范法律风
险。”株洲联诚集团董事长肖勇民说话颇实在，
他说公司设有法务部门， 海外业务部也聘有
法律顾问，在当地坚持做到合法守法经营，目
前还没有遇到法律风险。肖勇民建议，遇到麻
烦要多找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商务参赞咨询。

省贸促会会长贺坚表示， 省贸促会正在
加快完善商事法律综合服务体系， 为企业提
供法律咨询、合同审核、法律培训、涉外法律
事务代理等全方位服务；联合编印了《湖南涉
外商事法律实务》《湘企“走出去”法律风险与
防范研究报告》，为湘企“走出去”保驾护航。

产品差异化，服务本地化
湘企的秘诀：

寻找更多商机，
迎来“黄金时代”

2017年，金砖国家合作将开启第二个十
年，也将是金砖机制的“中国年”。

历史的机遇，再一次摆在湘企面前。
“到2021年，泰富的产品将有50%以上走

向海外。”泰富重装董事长张勇表示。过去10
年， 金砖国家不断深化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的合作，下一个10年，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是
推动金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
一。作为全产业链工程服务商，泰富重装可为
业主提供项目设计、 设备制造采购、 工程施
工、投融资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工程涵
盖海工服务船建造、船厂技改、港口改扩建以
及电厂、钢厂、料厂输煤系统，这将在金砖国
家大有可为。

“全世界的港口都面临重建改建，仅此一
项，未来15年都做不完。”张勇说，目前公司正
与南非洽谈北开普省诺洛斯港的港口重建项
目。

“这一次代表远大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
坛，我将提交远大的低碳发展建议。”远大集
团副总裁、一带一路办主任丁元刚告诉记者，
今年， 远大将向海外推介可持续建筑第六代
产品———不锈钢芯板， 远大研发的磁悬浮节
电空调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大规模向海外推
广， 非电空调与磁悬浮节电空调相结合的技
术，将使远大的能源服务更为全面。

“铋作为人体可代谢、 无毒的‘绿色金
属’，能替代铅铬等有毒元素，应用于医药、涂
料、化妆品甚至核能、超导体材料等领域。我
们的铋系列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过
去的主要销售方向是欧美。这次参会，就是想
寻找商机，把产品销到金砖国家去，也希望能
采购到更多的原材料。”金旺铋业董事长吴祖
祥表示， 尽管郴州已探明铋金属储量约占全
国的73%和全球的50%， 但公司注重发展绿
色循环经济，80%的铋原料来自全国的含铋
二次物料和全球的铅铋合金。2016年， 吴祖
祥就曾与我省地质勘探专家一起去南非考察
铋资源。

了解金砖国家的最新政策、布局，结交朋
友， 则是5家湘企参会负责人不约而同的想
法，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论坛结交金砖国家政
府部门、工商界、金融界的高端人士，寻找更
多的合作商机。

今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拟向领导人递交
成果文件或宣示性文件， 鼓励与会者多提建
议，5家湘企的参会者都各有准备。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
化， 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遇到的最大风险
点就是汇率风险， 如果能把各国本币互换协
议落到实处，减少汇率损失，让企业享受到人
民币国际化的红利， 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起
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张勇表示，相信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将开启金砖合作新的

“黄金时代”， 也希望此次工商论坛能给企业
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湘企的期待：

2015年6月26日，泰富重装的印度市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于2006年。
2006年9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外长
会晤，被称为“金砖四国”。

2009年6月，“金砖四国” 领导人在俄罗
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金砖国家间的合作机
制正式启动。2010年12月，南非正式加入金
砖国家后， 这一合作机制由最初的 “金砖四
国”变为“金砖五国”。

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
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
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会议为支撑，在多
层次、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机制。

自2010年开始，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每年
都与领导人正式会晤同期举办，至今论坛已
连续举办了7个年头。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是
金砖国家工商界加强对话磋商、深化经贸合
作、表达新兴市场国家工商界声音的重要平
台。受外交部委托，中国贸促会自2010年起
负责牵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相关工作，并于
2011年4月13至14日在海南三亚成功举办
了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于9月3日下
午至9月4日中午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本届论坛围绕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这
一主题，设置了“贸易与投资”“金融合作与发
展”“互联互通”“蓝色经济”四个议题。

■链接

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