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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各位老乡好！ ”在10月29日举行的全球湘商
论坛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浓郁的湖
南乡音一出， 现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
会心一笑， 回到家乡“主场演讲” 的喜悦溢于
言表。

作为连续参加过多届湘商大会的“老朋友”，
龙永图对这一盛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湘商大会
充分发挥了集聚创新、集聚人才的作用。 ”

他告诉记者， 哪个地方能集聚最优秀的人

才，哪个地方就能打造创新的高地，而连续举办
了九届的湘商大会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优秀湘商“回家”。“周群飞、姚劲
波这些湘商，他们为什么愿意回来？因为我们的
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我们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他们在这里能有所作为、能发挥作用，自然就有
回来的动力。 ”龙永图说。

从这一届起，“湘商大会”正式升格为“全球湘
商大会”。 看似简单多了两个字，但国际贸易和国
际关系专家龙永图从中解读出更有深意的内涵：
“说明我们集聚湘商人才的目光从全国扩展到了
全球。 ”他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湖南省委省政府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广纳天下湘商英才助力湖南发
展的决心。 此次大会上还成立了全球湘商联盟，
不仅能更好地凝聚全球湘商的力量，也必将提升
湘商在全球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对于家乡未来的发展， 龙永图给出的寄语
是：创新、开放。“这是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时
代，也是一个唯开放得发展的时代，而创新和开
放都离不开人才。”他说，因此，湖南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 关键是要凝聚更多全球最优秀的湘商
和人才， 为湖南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
动力。

“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这是引
领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 龙永图表
示， 期待全球湘商大会为湘商崛起搭建更广阔
的平台，为创新开放凝聚更多人才，以湘商湘企
的健康发展推动湖南的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聚光灯下，69岁的叶小文身着燕尾服，手
拉大提琴，一曲《牧歌》悠远绵长。这是游子献给
家乡的深情曲调。

台下，来自全球各地的1000多位湘商代表
报以热烈掌声。

10月28日晚，由叶小文任团长的满天星业
余交响乐团，在益阳大剧院为出席2019湖南经
济合作洽谈会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的全体
嘉宾带来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

特别在哪里？ 演出团队虽不是专业人士，却
全是将军、教授或高级干部。 叶小文本人，更是正
部级领导，先后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人称“大提琴部
长”。

为什么来到益阳？“爱乡才能爱国，尽孝才

能尽忠。家乡人民邀请，我自然义不容辞。”叶小
文说。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全球湘商再次相会，
满天星光为您闪烁， 交响音乐为您助阵。 ” 台
上，叶小文风趣幽默、大开大合的即兴发言，赢
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虽然叶小文在重庆出生、贵州长大，但却是
地道湖南人。“我父亲是宁乡人， 母亲是津市
人。”正因为一份浓厚的湘情，演出前的间隙，叶
小文欣然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专访。 他告诉记
者， 这是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在全国各地演出
的第144场， 能回到家乡为全球湘商大会助演，
感到很有意义。

近些年，由于工作原因，叶小文多次回到湖
南，或演出，或讲座，或为政协新委员培训。湖南
的变化、长沙的变化，每每令他感到惊喜。 27日
刚到长沙，一大早，他特意冒着细雨去看湘江：
“水特别清澈, 城市里有这么一条美丽的江，很
不容易。 从这湾清澈的江水可以看出湖南的发
展活力。 ”

叶小文也关注到，2018年， 长沙GDP总量
已经突破万亿，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六。同
时，长沙乃至湖南房价稳定、人才聚集。“这说明
湖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和长沙市委市政府很有远
见，是真正在为人民谋幸福。我为家乡的发展成
就感到骄傲自豪。 ”

“湖南人从来都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在
中华民族摆脱苦难从屈辱中站起来的伟大历程
中， 以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等为代表的湖
南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今天， 在中
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 湖南
人能缺席吗？ 不能！” 叶小文满怀豪情地说，
“所以， 我们更需要一代代湘商继承老一辈革
命家的抱负和情怀， 推动更多湖南企业走向全
球，做大做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
献。 ”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全球的湘商都回家了，我希望可以成为一
个推介者、宣传者，吸引更多在外的企业家回到
家乡投资兴业。”10月29日，第九届（全球）湘商
大会在益阳举行，作为参会代表，益阳市温州商
会会长林乐荣早就盼着这场融通世界的盛会举
行。虽然他是温州人，可一口“湘音”已把他锁定
为湘商一分子， 代表家乡企业家欢迎全球湘商
回家。

“有生意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句话在林乐
荣父辈身上就得到了印证。1986年， 林乐荣父亲
来到益阳开起了小商品店， 兜售着温州的小商
品。2000年，年轻的林乐荣沿着父辈的足迹，也来
到益阳，成为在这里发展的“第二代温州商人”。

心安处即是故乡。近20年来，林乐荣在益
阳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也把益阳视为他的家乡。
像他一样， 温州籍企业家先后来益阳创办公司
200多家，投资和引资达100多亿元，近2000名
温州人在益阳安家落户，成为益阳的新市民。

强劲的“温州动能”为益阳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贡献。这些年来，温州籍企业安排当地近
万人就业，一大批房地产项目让城市熠熠生辉，

多家工业类、 服务类企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带来
繁荣，而温州商人的辐射效应也日益显现。

“如今，温州商人遍及世界各地，形成了独
特的温州生意圈。互联互通、携手做生意已成为
一种共识。” 益阳市温州商会联手海外温州商
会， 通过他们的地缘优势不遗余力地向外推介
益阳。林乐荣说，近2年来，在法国、意大利的温
州商会帮助下，我们把安化黑茶推销到了欧洲，
所到之处广受欢迎，打开了销路。

亲商、爱商，益阳也以最佳的营商环境护航
民营企业发展。“如今民营企业‘成长中的烦恼’
逐渐减少，发展的劲头越来越足。”林乐荣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后，益阳市工商联迅速举办“政企座谈会”，倾
听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 并就有关实
际困难当场回复。 他将从温州籍企业家中所收
集的6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会上反映后，有关部
门当场将6个问题“照单全收”，并很快逐一落实
解决。

“商会如同桥梁和纽带。益阳市温州商会今
后将进一步加强对内合作、对外联络，吸引更多
的企业来湖南投资兴业， 同时也向世界大力推
介湖南，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林乐荣表示。

湘约2019

湘商
新动能

架好桥梁，
吸引更多企业来湘兴业

全球湘商大会
要吸引更多英才“回家”

———访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大提琴部长”的
湘情湘愿

———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孙敏坚 唐亚新 陈昂昂
邢玲 见习记者 杨玉菡

10月29日，2019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
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在益阳开幕。 在
开幕式后举行的湖南开放崛起论坛上，傅
军、周群飞、朱日昕、周旭洲、姚劲波、李涛6
位新湘商代表围绕“培育经济新动能，共绘
合作新画卷”的主题，共话“回家”兴业的酸
甜与苦辣，共诉对“家”的情怀与牵挂。

未来5年在湘投资将超300亿元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傅军

小时候长辈就教导我，做人要有两个
底线，一是爱国爱家乡，二是孝敬父母。 几
十年来，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热
爱家乡、投资家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是
新华联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华联是从湖南成长、走出去的，经过
2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
务的大型民营企业，今年营业收入预计突
破1000亿元。 20多年来，我们先后在湖南
投资了华菱陶瓷、湘窖酒业、长沙银行、新
华联石油等一批品牌企业。 最近几年，又
在望城铜官窑投资建设大型文化旅游项
目， 努力将铜官窑打造成为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目前总投资已超过110亿元。

近年来，湖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发展来势喜人，投资环境不断改
善。 我为家乡的发展变化感到高兴，也感
到在家乡投资心里很踏实。 当今世界正发
生巨大变化，未来的中国和湖南在科技创
新、消费升级、城乡协同发展等领域有许多
投资机会。 前25年，新华联在湖南的投资
超过300亿元；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加大
投资，还要投资300亿元以上。 一是继续参
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在湖南再建设至少
3个5A级景区；二是大力发展社区零售，再
开300家至500家社区零售店；三是能源石
油的分销，争取每年在湖南进口原油和分
销石油500万吨。

新华联的总部在北京，但我们身在北
京，心在湖南。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永远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永远是湘商的代表”
蓝思科技董事长 周群飞

我的创业在深圳起步，深圳商会也多
次邀请我加入。 但我永远都是湖南人，永
远都是湘商的代表。

2006年，蓝思在浏阳投资建厂，这是
在湖南的第一家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之际，我毅然决定将主要生产基地
建在湖南，由此开启了回湘投资兴业的新
征程。 当时，我可谓是倾尽全部家当回到
家乡，面临的困难也很多：行业上下游产业
链不完备，专业技术人才不足……我是在
赌，赌家乡的关爱，赌行业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赌对了。 从2009年4月第

一间工厂顺利投产到现在， 蓝思在湖南累
计投资达400亿元，相继设立了蓝思股份、
蓝思长沙、蓝思湘潭、蓝思精瓷等10多家
公司。 这些年来，蓝思坚持走高技术、高质
量发展之路， 特别是在智能制造体系建设
方面成效明显。 蓝思连续8年居湖南省进
出口企业第一，跑进中国制造业100强，成
为湖南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极具代表性的
龙头企业。去年，我们又成为了华为的战略
合作伙伴。

蓝思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家乡人民的
关心，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特
别是这些年来湖南持续降低税费和融资、用
地等成本，真正为企业减了负。 我开玩笑说，
我认识的很多领导都是“三到”领导：“不叫
不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确实非常令人
感动。 我想说，今天的湖南，已经是投资热
土、创业高地，欢迎更多湘商加入，共同为湖
南开放崛起作出新的贡献。

打造国内航空零部件智能
制造标杆工程

美国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
总监 朱日昕

我是土生土长的益阳人。 我代表海外
的湘籍华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

中国正值经济快速发展期， 航空产业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军民融合重点发展
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
优势的关键领域。 保守估计，2018年至
2023年，我国航空装备产业复合增长速度
为15%，到2023年有望达到万亿元规模。

在这个市场巨大、 潜力无限的航空制
造业市场， 湖南处在相对后进的位置。 今
年， 我们在益阳高新区成立了湖南华智航
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与中国科学院合作

“航空航天复杂零部件精密柔性智能制造
新模式”项目；在长沙成立了长沙中继科技
有限公司， 专注于开发针对中小型制造业
的企业资源计划与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
统。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 为湖南带来四大
效应：打造智能制造的示范产线，树立国内
航空零部件智能制造标杆工程； 通过实施
智能产线，打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
生产模式，提升制造水平，并带动机器人、
传感器、 刀具、 智能仓储等领域的技术提
升；借助航空产业的强力带动效应，借助智
能产线可快速达产，形成产值，促进地区航
空、制造、机械行业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
航空产业链长、行业关联性强的特点，推动
战略新兴产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 促进
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共同助力新“湘军”崛起
江苏省湖南商会会长、 宇业集团董事局

主席 周旭洲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湖南省委办公

厅到益阳市桃江县政府挂职，后于1992年
下海经商。 阔别20多年，重回故地，倍感亲
切。 27年创业历程， 我所在的宇业集团产
业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全资和控
股企业100余家， 投资上市的公司有10余
家，形成了地产开发、智能制造、大健康三
大板块。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潮水退去后，正
是转型升级、扩大投资的好机会。 近年来，
我们抢抓机遇，加大对大健康产业的投资，
并购和投资了一批高端医疗、 干细胞等领
域的龙头企业；加仓智能制造，成为了小米
香港IPO的第十大股东； 投资电器开关和
插座行业的龙头企业， 成为公牛集团的第
三大股东。

企业发展了就要回报社会。 宇业热心
公益事业，助力地方教育建设，支援灾区受
灾群众。 这些年， 我们为湘潭大学捐赠了
1000万元，为湖南教育基金会捐赠了1300
万元，为湖南冰灾、沅江水灾都捐赠了上百
万元。 我个人去年名列福布斯中国慈善榜
第73位。

虽然漂泊在外， 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
开过家乡。 目前，宇业在湖南投资达20多
亿元，涉及地产、酒店、电子机械等多个领
域。 我认为，企业在大变局时代，越是风云
变幻，越要求新求变，从“求规模”向“求效
益”转变；越是有所成就，越要回馈家乡。我
也希望大家像爱护科学家一样爱护企业
家，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共同助
力新“湘军”的崛起。

湘商回湘将成为湖南的新名片
省工商联副主席、58集团CEO 姚劲波

作为今天发言的湘商中地道的益阳
人，我首先要推荐一下家乡的美食美景，为
大家投资益阳拉一拉票。

我刚从浙江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回来。
5G智慧农场、互联网医院、智慧养老……
数字经济让这座普通的江南小镇焕发新的
生机和活力。冬有乌镇、春有岳麓，如今，湖
南也已经发展成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新高
地。 2018年，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
入首次突破千亿元，是2013年的15倍。 得
益于湖南大力实施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三湘大地正成为政策支持度高、创业环
境好、 人力资源充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沃
土。

为了响应湖南打造“移动湘军” 的号
召，58集团也积极回湘发展。 我们在湘设
立“第二总部”———58小镇， 孵化了超过
30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培育了3至5家年
产值过10亿的龙头企业， 直接带动2万余
人就业。

新时代，我们呼唤湘商的新崛起。 58
集团通过数据分析后认为，在下一个10年
或20年，湘籍企业家回湘发展会成为湖南
的一张新名片。为什么？因为湖南是人才高
地、房价洼地、发展的广阔天地，思想解放、
敢为人先的湖南企业家一定能抓住中国经
济变革中的各项机遇， 随着湖南创新开放
的崛起而成为新的龙头。

因此，作为一名在外创业后又回湘二次
创业的创业者， 我号召大家更加关心家乡、
回湘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 58集团会全力
以赴为回湘创业的湖南企业家提供互联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让我们精诚合作，携手
将湘商打造成为湖南的亮丽新名片！

吸引全球鲁商深度参与湖南
经济社会建设

湖南省山东商会会长、 湖南鲁商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涛

我是山东人，但扎根湖南已经几十年，
是新湘商的一员。

湖南省山东商会成立于2011年6月，
现有会员企业421家，涉及30多个行业，在
湘总投资超2000亿元，安置就业岗位50多
万个，年实现利税200多亿元。

多年来，商会始终坚持当好桥梁纽带，
促进湘鲁两省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先后组
织了20多场招商引资会，接待了60多批次
招商、投资考察团队，承办了第六届湘商大
会校企合作等专场活动。 特别是今年6月，
在商会承办的“鲁商入潇湘”经贸合作交流
会上，600余名全国鲁商齐聚长沙，现场项
目签约达180亿元。

近年来，湖南“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更
加凸显，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释放的效
应越发强劲， 民营企业在湘投资发展迎来
新的重大机遇。今后，商会将不定期举办一
些高端经贸活动， 吸引全球更多鲁商来到
充满活力的湖湘大地， 寻找商机、 对接项
目、 洽谈合作， 深度参与湖南经济社会建
设，与湘商携手并进、勠力同心，开创湘鲁
合作发展新局面。

加快湖南开放崛起，我建议：一是继续
解放思想，精准定位；二是大力培育优势产
业，引进一批进出口优质企业；三是建优平
台，重点建好园区平台、外向型平台和商协
会平台，积极发挥平台功能作用；四是优化
开放环境，简化项目审批，梳理招商政策，
加强要素保障。

� � � � 10月29日，龙永图在进行主旨演讲。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 � � � 10月28日，叶小文在进行演讲。

� � � � 全球湘商汇聚益阳，未来将如何投资湖南、建设湖南，听6位
新湘商代表的讲述———

湘商话情长，共绘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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