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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是位于中南半岛北部
的内陆国，它东接越南，
南接柬埔寨， 西南毗连
泰国，西北与缅甸接壤，
北邻中国。境内80%为山
地和高原， 且多被森林
覆盖 。 面积23.68万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680 万
（2015年）。通用老挝语。
首都万象。 中国和老挝
是 山 水 相 连 的 友 好 邻
邦, 两国人民自古以来
和睦相处 。1961年 4月
25日中国和老挝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

2016年5月 ， 湖南
与老挝万象市签署建立
友好省市关系意向书 。
2017年2月 ， 湖南与老
挝乌多姆赛省达成友好
省际关系意向 ；2017年
8月，中国政府同意老挝
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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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为什么在湖南设立总领事馆
———本报记者直飞万象近距离解读“老”“湘”情深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邓高红 黄礼

� � � � 有一种感情， 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

近日， 中国政府同意老挝在长
沙设立总领事馆， 成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外国政府在湖南设立的第一家

领事机构。 老挝为什么要在湖南设
立总领事馆？ 设领事机构将带来什
么样的影响和便利？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日前远赴老挝探访， 近距离感
受老挝和湖南的友谊深情。

老乡过得如何
涉足各行各业，

10万湘商书写老挝“湖南传说”

从长沙乘坐老挝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2
个多小时就抵达了老挝首都万象。一下飞机，
从打着湘味招牌的餐厅， 到用汉字发布的招
工启事；从货币兑换处标明的人民币汇率，到
操着湖南方言的游客……在这个有近700万
人口的东南亚唯一内陆国， 湖南痕迹俯拾皆
是。在那里，无须仔细观察，诸多的湖南标识
已足以让人印象深刻。

漫步万象街头，几乎看不到高楼大厦。蓝
天白云下，湄公河穿城而过，生活节奏顿时慢
了下来， 也让你沉浸在老挝人惬意的慢生活
中。

行走在老挝的大街小巷， 只要你会说湖
南话，就不会迷路。上世纪80年代，大批在云
南经商的湖南人来到老挝。卖小五金、摩托车
配件，做红木生意，他们开启了老挝的“湖南
传说”。老挝湖南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在老挝经商的湖南人有10万人左右。 从小五

金、摩托车到服装、箱包，湖南商人几乎涉足
了老挝大部分行业。

老挝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其突
出的地缘优势、 强劲的需求、 低廉的用人成
本，成为各国商人投资的热土。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对老挝的投资力
度也不断加大，双方合作愈加密切。

“中国人在老挝最多的是湖南人，他们在
经贸、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都做得很好。”
老中合作委员会副主席维吉（原老挝驻华大
使）欣慰地告诉记者，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
下，老挝更要加强与湖南的交流合作。

“如今，湖南人已经成为老挝华侨华人中一
个重要群体。”据老挝中国总商会副会长、湖南
商会总顾问宋杰锋介绍，目前，在老挝长期居住
的华侨华人约20万人，湖南人占到将近一半。

2008年12月18日， 老挝中国总商会湖南
分会在万象市挂牌成立， 这是我省的第一个
境外商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商会。老挝湖
南商会成立至今，会员已发展到了2000多家，
成为老挝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社团组织。

1、1、

“铺垫”30余年，
“设领”水到渠成

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外国政府在湖南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领
区除了湖南，还有湖北、河南、贵州。在中国已
有很多城市设有总领馆的情况下， 为何老挝
要选择一个内陆中部城市设立领事馆？

“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格
在老挝表现得淋漓尽致， 湖南还是毛泽东主
席的家乡。”谈起为何要在长沙“设领”，老挝
外交部部长沙伦赛·贡马西高兴地对记者说，
湖南省人性格好，积极向上。为什么湖南来老
挝做生意的人特别多？ 因为湖南和老挝人性
格差不多，合得来。同时老挝地理位置优越，
湖南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
势，设领后可以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老挝与湖南的民间交往至少已经超过30
年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原本在云南
谋生的湖南商人来到老挝， 从最初的中老边
境贩卖小五金、 电子产品， 到后来开始卖玩
具、摩托车配件，做红木生意。发展至今，还拓
展到超市、摩托车汽车整车销售、手机销售、
渔业养殖等多个领域， 在老挝各行各业无人
不晓。根据当地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
售额中，湖南人抢占了近半壁江山。

在老挝首都万象，有一条“湖南街”，一百
多家店，大部分是湖南邵东人开的。9月上旬，
听说湖南家乡来了记者要采访， 商户们个个

喜出望外。
“感谢家乡来的记者，祖国的强大，让我

们在这儿做生意的湖南人也更有底气了。”李
立新，湖南邵东人，上世纪80年代末带了不到
2000元钱到老挝发展，从最开始的“担货郎”，
到后来的贩卖小五金、文具、玩具，如今，李立
新在“邵东街”的玩具批发店请了5个伙计，年
纯收入近二百万元。

在民间经贸活动的基础上， 高层交往开
始加速。2013年9月， 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赛雅颂一行访问
湖南；2016年11月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访问
湖南，进一步加强与湖南在旅游、文化、经贸
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近几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湖南与老挝交流合作更是不断深化，取得
显著成果，2015年8月，长沙-万象顺利开通国
际航班，2016年5月， 湖南省和老挝首都万象
市签署建立友好省市关系意向书，2017年2
月， 湖南与老挝乌多姆赛省签署建立友好省
际关系意向书， 一系列举措更加促进了两地
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

据悉， 目前经商务部门核准备案在老挝
投资的湖南企业达160余家，合同投资总额超
过10亿美元。

“我们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是经过慎重
考虑的。 两地经过多年的交流发展， 合作共
赢， 设领后将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友谊与合
作。” 老挝总理府部长和政府发言人扎伦·叶
宝对记者说。

为何选址长沙2、2、

有何便利影响3、3、

■湘商故事

� � � �受益“一带一路”，建立综合
汽车卖场

名片：李文科，老挝湖南商会常务副会
长、老挝鸿鑫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走进万象伟多帕工业园，湖南人李文
科在这里经营着当地最大一家中国摩托车
专营店，是重庆力帆摩托的老挝总代理商。

如今公司拥有中国员工40多
人，老挝员工100多人。

1995年，21岁的李文
科来到老挝，开始打工，
随后转行并经营商行
从事电器等销售 。
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 老挝的购买力遭
受重创。善于思考的李

文科， 决定用中国造的摩托车重新打开市
场。

“那时候，日本摩托车售价高达每台2
万元人民币，中国摩托车只要七八千元。凭
借着价格优势和从国内引进的分期付款方
式， 中国摩托车渐渐成为老挝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李文科说，2011年至2013年是
他在老挝销售摩托车的辉煌期， 每年最多
卖5万台。如今，李文科在老挝的经销商达
500个，销量占老挝摩托车市场的三成多。

“可以说，我是‘一带一路’的受益者。”
中老铁路建设，将在老挝设四个站，李文科
抓住机遇，累计投入4000万元快速在每个
站都设置了汽车经销点。

“今年8月，我一口气购进40多台工程车，
都是配合中老铁路建设施工用车。”同时，李文
科已购地30亩， 和中国境内车企合作建立一
个综合的汽车卖场，并涉足二手车市场。

� � � �旅游爱上老挝，不忘慈善
流热泪

名片：文雅，老挝湖南商会
名誉常务副会长、华泰实业发
展（独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老挝我是个新
兵！” 军人出身的文雅在

49岁提前退休之后， 与朋
友创业， 并担任华泰集团董

事局主席，先后走了40多个国
家。

因为2013年应朋友之邀的一
次旅游，文雅爱上了老挝，并最终选择在
万象落脚。“原生态的环境和老挝人的友

善，还有‘一带一路’的无限商机留下了
我。”文雅说，一次在饭店吃饭手机丢失，
三天后去竟然找到了。

在老挝， 文雅成立了华泰实业发展
（独资）有限公司，积极投入老挝的基础
设施建设，已修建两条道路一座桥，并在
中老铁路沿线布局了多个砂石厂， 同时
还为中老铁路两万建设大军提供食品。
目前的公司营业额已突破2亿人民币，并
计划进一步投身国际贸易领域。

在老挝修第一条公路时， 文雅流泪
了。看到公路两边，一些小孩老人生活过
得很艰辛， 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所有现
金分发一空。后来定下一条公司规定，每
做一个工地都要走访周边贫困居民，并
留下利润的2%作为扶贫资金。

� � � � 要把MKE做成老挝
通讯行业第一

名片 ：李良双 ，老挝中国商
会副会长、湖南商会副会长、老挝

MKE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万象市区瓦傣街，来自邵东的80
后湘商李良双， 从事手机销售已经10个
年头。2007年来老挝之前，他在邵东做鞋
帽批发生意，是舅舅李平西一次“道听途
说”改变他的经商轨迹。

那时， 李平西在邵东的保暖内衣生
意也已风生水起。2006年下半年听老乡
说老挝的手机生意好做， 就跑到深圳手

机市场， 一次性拿
了 200台手机，约
上外甥李良双到老
挝考察。 因为没有
销售点， 也没有售

后服务， 背着包满大街兜售根本没人敢
要，只能低价处理。第一次闯老挝以亏损
5000元画上句号。

年轻气傲的李良双不服气。半年后，
舅甥二人带上150万元“杀了个回马枪”，
再次来到万象批发销售贴牌手机。 因为
专注、吃苦，2011年舅甥二人在万象开设
了第一个门面，2013年起开始代理华为
手机。到2015年，月销售手机过万台。

如今， 他在老挝的直营店有6家，为
17个省的400多家连锁店供货，每个月的
销售可达2万台。 公司还聘用了110多名
老挝籍员工。目前，老挝MKE电子有限公
司已成为华为手机在老挝的全国总代
理。

“目标是把MKE做成老挝通讯行业
第一！”李良双的梦想还在延伸。如今，他
在中老铁路万象火车站（在建）附近购买
了2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并在万象三江市
场添置了两间五层小楼。 在舅甥二人的
带动下，亲带亲，友帮友，四五十个亲友
来到了老挝创业， 有的销售摩托车和小
五金，有的开超市。

� � � � 9月4日，老挝“邵东街”的一处学老挝语广告。

� � � �为合作， 他常年奔走长沙万象
“两点一线”

名片：宋杰锋，中国侨联青年委员、老
挝中国总商会副会长、湖南商会总顾问、湘
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晃眼，宋杰锋在老挝生活已经整整
17年了。从老家湖南邵东来老挝打拼，近几
年来，他常年奔波的目的地却只有两个：长
沙、万象。

“老挝将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此举将
为在老挝发展的湖南人架起桥梁， 促进湖
南与老挝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谈及中国
政府同意老挝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 宋杰
锋欣慰地笑了。

今年39岁的宋杰锋，1998年底从部队
退伍后在云南经商，2000年来到老挝万象
创业，从摆地摊到搞批发、从进出口业务到
涉足房地产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经过十几
年累计发展，这个身上颇有“书生气息”的
湖南人，实打实成了一家跨国公司的老总。

看着身边在老挝的湖南人成几何级数
快速发展，当兵时在心里埋下的家国情怀
种子悄悄发了芽。“那时我天天想， 都在
异国打拼，怎么能多为老乡做点事情？”

说干就干。2008年， 老挝湖南商

会成立，作为商会“领导层”最年轻的成员，
宋杰锋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为老乡回答疑
问、沟通协调、牵线搭桥、解决烦恼……手
机常常打得“烫耳朵”。

2015年，在宋杰锋的大力推动下，促成
“长沙-万象”直航航线开通。湖南人从长沙
去老挝首都万象， 不用再从昆明或南宁转
机，2个多小时就能轻松抵达。 此举一解10
万老挝湘商的思乡之苦，大受称赞。

这几年， 为了推动老挝与湖南的合作交
流， 宋杰锋发挥其民间友好人士的积极作用，
经常往返于长沙与万象之间。“在我最艰难的
时候，得到很多老挝朋友的帮助，我已深深融
入和爱上这个民风淳朴、民众善良、商机无限
的地方，很想让更多老乡认识和了解它。”

说起今后的打算， 宋杰锋说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 把老挝和湖南的合作交流进一
步推向深入。“尤其是湖南这么多人在老挝
打拼，很需要一批‘闯将’发挥更大作用、体
现更好担当。”

加强交流合作，
提升湖南开放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
是否设有外国领事机构， 是该区域的对外开
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年来，湖南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加强。

“中老作为两个相邻国家， 一直是好邻
居、好朋友，老挝在长沙设立其在中国的第六
家总领事馆，意义重大，将大大增强两地的友
谊和友好关系， 促进经贸投资合作和人员往
来。”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沙万空· 拉
沙蒙蒂告诉记者，今后待条件成熟后，总领馆
将开办护照、签证、公证、认证等各项领事业
务，更好地服务当地人民，为两地人民从事经
商、旅游等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总领事馆的设立，将大力推动湖南与老
挝的合作，树立湖南开放发展的良好形象，也
将为双方人员频繁往来提供便利。”省政府外

事侨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随着湖南
与老挝交往密切，民商事纠纷、领事保护、涉
外案（事）件也逐年增加。设领后，将为妥善协
调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便利、 快速的官方沟通
渠道。同时，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
推进，我国中部省份与老挝在投资、贸易、文
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
扩大，总领事馆的设立，将会辐射并大力推动
我国中部省份， 尤其是湖南省与老挝的各方
面合作， 促进湖南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 提升湖南对外开
放水平， 提高湖南的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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