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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梦”无疑是国内最
热门的词汇。 异地湘商如何解读中国
梦？ 在四川，我们听到这样一种声音：
“围绕‘国梦’办企业、办好商会促‘国
梦’，做好‘小梦’筑‘大梦’。 ”

这是四川省湖南商会的宣言，也
是他们的自觉行动———商会鼓励会
员围绕“国梦”办企业，大力支持企业
重大项目的推进工作，如湘商公司的
湘银大厦，银河集团投资的成都银河
国际、 西江河畔和长沙金洲国际社
区，三一重工的乐山基地，黄再军医
院的“孝道城”，精诚机构、安特电子
等重大项目共投资近 40 亿元。 一些
会员在四川成功后，又回到湖南建设
家乡：比如银河集团在四川都江堰区

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实体项目，破解城
乡二元结构难题，得到时任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
的肯定。 他们又把这一模式克隆到宁
乡金洲新区国际社区建设项目中，取
得两型示范良好效果。

在办好商会促“国梦”上，他们身
体力行，联动川湘：积极促进两省经
济合作，多次举办项目推荐会 ，组织
会员参加西博会、湖南中小微型企业
产品产销洽谈会及各类招商投资项
目推介会等商务活动 ；积极推动 “湘
品出湘”， 组织 12 家企业参加 2012
湖南中小企业产销洽谈会，签约金额
达 9.2 亿元。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 在过去的

“5·12”、“4·20” 抗震赈灾活动中，四
川湘商第一个响应， 捐款捐物 1000
多万元。 商会还组织理事会成员向凉
山州昭觉县捐赠环卫设备；还有不少
会员主动向家乡资助经费 ， 修桥补
路，修建希望小学。

积极助力文化交流 ，以会刊 《商
界湘军》为载体，弘扬湘商文化，宣传
商会企业，传递商会信息。 同时，商会
还编印了宣传画册 ，编写谱曲了 《商
会会歌》，摄制了《四川省湖南商会在
前进》专题片，今年又组织力量编写
出版《湘商在四川 》，展示湘商风采 ，
提升湘商地位 。 他们的目标———要
“让世界了解湘商 、 让湘商走向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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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与商帮有何区别？ 在工业
化中期迈向信息化智能时代，如何
通过科学管理，增添商会发展的内
在活力？ 作为新世纪首家异地湖南
商会，重庆市湖南商会的 “民主办
会”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重庆市湖南商会 ，有 “四个
民主”：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

民主选举，是指商会专门制定
了《重庆市湖南商会会员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办法 》和 《重庆市湖南商
会理事选举办法》， 对会员代表和
理事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是对于商会的一切
重大决策，首先征求广大会员的意
见，进行合理取舍，形成工作决策，
然后组织实施。

民主管理 ， 包括科学划分职
权 、 完善议事制度和会员联系制
度。 每个理事和会员代表都要负责
联系和走访会员，每年走访会员面
不少于 50％，广泛听取会员的意见
和建议。

民主监督，一是会员代表大会
及理事会代表会员对协会及其秘
书处的工作实行全面监督; 二是商
会建立了重要事项公示等各项制
度， 自觉接受社会和会员的监督；
三是通过制订行业规则，制定行业
发展规划，为商会内各行各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监督和指导。

这“四个民主”，体现了会员当
家作主的权利， 成为商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有力保障。目前，重庆市湖南
商会会员单位已发展到 540 余家，

总资产达 1000 多亿，涉及房地产开
发、制造业、建材装饰、高科技、商贸
流通、医药化工、金融投资、保险中
介、新兴服务业等十多个行业。会员
企业积极反哺家乡建设， 近几年回
乡投资金额达 600 多亿元。 重庆市
湖南商会也因此连续获得由湖南省
政府颁发的“兴湘贡献奖”和重庆市
先进社团组织奖。

“相比商帮 ，商会应该是个更
加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
在运营中， 要体现会员的意志，反
映会员的诉求 ，实现会员 ‘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只有这
样 ， 商会才会有生生不息的向心
力，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 ”商会会长李志锋的一席话，
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编者的话】
“中国有湘商吗？ ”7 年前，作家王跃文的一篇博文掀起了

一场激烈的湘商“有无之争”。 7 年来，无数湘商和关注湘商发
展的有识之士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有湘商，
湘商正崛起！ ”

从 2007 年 9 月首届湘商大会召开，18 位湘商代表高举
旗帜，发表宣言，到湘商大会连续召开五届，为湖南引进资金
4658.51 亿元； 从省政府为优秀湘商和异地湖南商会颁发
“兴湘贡献奖”，到 2010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湖南异

地商会建设支持湘商发展的意见》，在全国第一个以省委省政
府文件的形式支持地方商会组织打造品牌……湘商的地位越
来越高，湘商的品牌越来越响，湘商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如
今，湖南异地商会已有 190 家，湘商投资和市场触角已延伸
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湘商网络布局到国内 150 多个大中
城市。 广大湘商以商会为桥梁，以湘情为纽带，以湘品为名片，
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开拓省外市场，推动内联引资，助力湘品
出湘，成为宣传湖南、营销湖南、投资湖南、服务湖南、奉献湖
南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的生力

军。
当“中国梦”的号角吹响，湘商将如何发力？ 今年 9 月，借

第六届湘商大会召开契机，广大湘商将再度集结，进一步深化
合作，服务发展，为湖南人民的“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
贡献财智和力量！

值此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本刊特推出《责任湘商 创新湘
商》专题，对华北、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长沙等
8 个经济技术协作区及境外的湘商代表和湘企团队进行陆续
报道，以飨读者。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和政策优势吸引着一批批湘商西进淘金。
当地 23 家湘籍商会相继成立，以资源利用、市场开拓为特色的输出型经济技术合作风生水起。 湖南与西南
五省区合作的大通道已然打通，共赢发展就看今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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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如何用好
最好的三十年来实现自我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答案。 云南省湖南商会会长汤
秋云则用自己的黄金三十年写就
了一部为滇湘两地经济建设贡献
力量的奋斗史。

30 年前，衡阳人汤秋云赴云南
创业打拼。 在建筑市场摸爬滚打多
年， 终于在 1999 年组建了云南泰
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改制
为集团公司）。 公司成立后，接下了
昆明市第一个城中村———东庄村
的旧城改造工程。 工程建设 10 年，
汤秋云遇到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
最难之时， 他以低于建筑成本 500
元/平方近百分之十的价格， 把建
在老家的一个小项目亏本全部卖
掉了。 十年后，云开月明，这个名为
“上东城”的项目成功收尾，成为昆
明市旧城改造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并荣获“中国名盘”称号。 东庄村旧
貌换新颜，2000 多户昆明市民在此
安居乐业。 泰兴隆也因此成为昆明
高标准改造城中村的示范企业。

“商人被认为唯利是图， 但我
不这样认为。 ”汤秋云说，“作为商

人 ，自己获得发展是首要的 ，但要
有爱心 ，要有社会责任感 ，这是湖
南商人的传统，也是湘籍企业家的
品质。 ”

汤秋云在云南创业 30 年 ，始
终不忘家乡湖南，始终铭记云南乡
亲给自己的培养和关怀。 多年来，
他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义无反顾地
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 他们在云南
开发楼盘，参与城市建设，解决了当
地数万人就业； 在湖南投资有色金
属开采与深加工， 其生产高科技产
品以高于裸矿十倍的价值出口日
本、美国等地……他仅“上东城”一
个项目累计纳税达 1.5 亿元； 企业
其它项目每年上交税款逾 1000 万
元； 他为社会慈善事业和昆明市政
建设，捐资累计已达 6000 多万元。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云南湘商
共同发展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
贡献。 2007 年至今，汤秋云先后担
任云南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会
长 ，他积极参与组织滇 、湘两省高
层领导的经贸互访和文化交流，为
家乡的企业家、文化界人士来滇投
资牵线搭桥，为湖南“四化两型”建
设招商引资、贡献力量。

目前， 云南省湖南
商会在昆共有 510 家会
员单位、云南全省 15 个
分 会 、3000 多 会 员 企
业， 商会分 8 大片区及
各州市管理， 产业涉及
云南全省及湘 、黔 、川 、
渝等省、 市非公经济所
有行业领域。 截止去年
年底， 会员企业累计在
湘滇两地项目投资过千
亿元， 其中娄底双峰恒
泰矿业、 衡阳福海旅游
度假区、 郴州小埠南岭
生态城、 浏阳大瑶中心
商业步行街等都是在湘
投资数十亿元的项目 。
解决就业人数超过 30
万人， 回报湘滇两地公
益事业突破亿元。 由于社会贡献突
出 ，该商会连续 4 年获得 “湖南异
地商会先进单位”、云南省 2012 年
“优秀异地商会”、“慈善爱心商会”
等荣誉称号，并被国家民政部门评
为“中国社会组织 5A 商会”。

“最近，我们商会计划投资 12
亿元， 打造总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

方米的‘湘太阳广场’项目。 项目建
成后， 将为广大会员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 、 抱团经营提供更好的平
台。 ”汤秋云兴奋的说。

追求自己的事业，是为了更好
的建设家乡。 在汤秋云眼中，只有
家乡美了 、人民幸福了 ，才不枉来
云南的这三十年！

军人与商人， 两个不同的概念， 却有着奇特的联
系。 有数据显示，中国排名前 500 位的企业中，具有军
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竟有 200 人之多。 坚毅、豪情、果
敢……成为退伍军人们叱咤商海的利器。

广西湘商联合会会长贵仁勇， 也曾是一名湘籍军
人。 他读过军校、守过边疆、上过前线，曾受到胡耀邦、
李鹏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如今，他已是广西
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广西凯利仕房产开发公司的董
事长、总经理，在美丽广西城市建设中，先后完成了柳
州国翔花园、南宁高峰旧城改造、柳城文化宛等项目建
设；他也是广西 10 个市 5700 多家会员企业的领头雁，
在广西湘商中“号令三军”。

“我一直有个心愿，想把在桂湘商联合起来，搭建
一个共聚乡情、共赢发展的平台。”贵仁勇告诉我们。为
此，他到处奔走，联合在广西的党、政、军、商、学、侨各
界湖南籍领导与企业人士，整合条块资源，筹建了广西
湘商联合会。 2011 年 8 月 28 日，广西湘商联合会揭牌
暨湘桂合作交流会，特邀两位湖南省级领导、四位广西
省级领导和三位将军到会祝贺，600 多人参加庆典，在
见证广西湘商凝聚力的同时也证明了贵仁勇特殊的人
格魅力！

商会成立后，贵仁勇没有止步，他积极与地市级湖
南商会沟通，吸收各地市独立法人的湘商（湖南）商会
负责人进省级联合会领导班子任常务副会长， 将各地
市商会由“片区小分队”资源整合升级成为广西全境湘
商“大兵团统一战线”。

如今，广西湘商联合会会员已有 5700 多家，资产
达 680 多亿元，年投资达 100 多亿元，经营触角涉及金
融、贸易、旅游、房地产等三十多个行业。 他们积极参加
政府的各项活动，积极招商引资，仅该商会领导班子的
几位常务副会长在湖南已投入 8 亿多元开发兴业，反
哺家乡。 他们维护会员与老乡的合法权益，为会员办实
事，关心弱势群体、捐资支援灾区。 在湖南冰灾、汶川地
震中共捐赠 800 多万元。

汤秋云：不枉来滇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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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26 日， 湘黔经贸活
动周在贵阳盛装启幕。 应邀参加活动
的有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周忠良， 贵州
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 湘黔两省和国
家部委老同志龙永图、 李贻衡、 袁荣
贵、杨谨华以及各地湘商共 600 余人。

这个令人瞩目的跨省经贸合作
交流活动，很多人不知道她缘起贵州
湘商联合会庆典筹备会长办公会。

当时，正值贵州湘商联合会成立
五周年，也是湖南省党政代表团考察
贵州，湖南与贵州签订《关于加强黔湘
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的几个月，
会长办公会议上曾左桥会长提议：“能
否借五周年契机， 将活动提到两省层
面？ ”在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
大力支持下，一种“政府共识、商会服
务、多方参与、有效推动”的省际战略
合作新模式出炉， 贵州湘商联合会全
力承担起活动的筹备和服务工作。

活动周上， 湘黔两省 20 个重大
项目签约， 签约项目涉及文化旅游、
基础设施、有色金属深加工、物流和
小城镇建设等诸多领域，包括铜仁凤
凰机场建设、湘煤湘龙集团增资扩股

等战略合作项目 ，投
资额近 600 亿元 ，大
大促进了两省的经济
技术合作。

“近年来，湖南省
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
区域经济协作与湖南
异地商会发展 ：2010
年，省委、省政府发布
《关于加强湖南异地
商会建设支持湘商发
展的意见 》；2011 年 ，
出台 《关于进一步扩
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
济的决定 》；2012 年 ，
省政府又发布了《关于落实省部省际
省校省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意见》
……作为参与和推动经济协作的重
要主体， 我们必须落实文件精神，搭
建起两省之间经济技术协作的桥
梁。 ”曾左桥表示。

目前，贵州湘商联合会会员企业
生产总值、总资产已逾 400 亿元。 会
长曾左桥与曾佑桥、曾小山兄弟共同
创建的曾氏集团已拥有固定资产 70

亿元，职工 5000 多人，年工业产值上
100 亿元，每年贡献税收 5 亿元。 会
员企业成为两省相互合作、相互投资
的重要桥梁。 在推动湘品出湘方面，
每年销售湖南产品价值近亿元。贵州
湘商有 20 多人分别在当地被选为
省 、市 、区 （县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
加强省际合作、扩大湘商的影响力义
无反顾奉献心力。 作为商人的联合组织， 商会如

何有效运营，提升发展的外向张力？
桂林市湖南商会“抱团发展”的有力
举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板。

2011 年 8 月，位于桂林市国家
高新开发区骖鸾路的 “湘商总部经
济中心”正式开门营运。该中心总建
筑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 总投资约
人民币 9000 万元， 可满足 30 多家
企业设立总部办公中心。 这是由桂
林湖南商会指导会员企业联合出资
筹建的三个“湘商总部经济中心”之
一。

“设立经济中心，主要是为会员
提供一个集中办公的场地、 一个信
息交流的场所，让大家合作更紧密，
形成发展合力。第二、三个总部经济
中心计划投资 8 亿元， 为 200 多家
企业提供办公场所。 ” 桂林市湖南
商会会长周新春介绍。

近年来， 桂林湖南商会积极探

索会员 “抱团发展” 的路子。 2009
年， 商会引导会员企业组建了桂林
合凯实业、 广西嘉弘业投资有限公
司、桂林高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桂
林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八家
抱团发展公司， 配合协作上述公司
投资运作项目达 100 多亿元。

他们积极开展 “政银企合作”、
“全国湘商桂林投资考察暨投资环
境推介会”等系列活动，促进会员企
业与政府、 银行以及社会各界之间
交流合作， 促进桂林
湖南商会与其他商会
组织和异地湘商的合
作。 近三年来，商会平
均每年配合协助桂林
市委、 市政府及政府
职能部门实现的招商
引资额度达 100 余亿
元， 桂林湖南商会会
员企业平均每年在桂

林形成的投资总额达 100 多亿，平
均每年为桂林市财政创造 6 亿多元
的财政收入、 为社会各界提供 2 万
多个就业岗位。

在“湘品出湘”方面，他们强化
消费联盟体系建设， 近几年平均每
年为湖南本土企业，开拓异地市场，
销售湖南商品价值都在 10 亿元以
上，真正为广大湘商湘企产销对接，
扩大内需搭平台、办实事、尽责任。

魅力

贵州湘商联合会：省际合作搭金桥

四川省湖南商会：联动川湘筑“大梦”

桂林市湖南商会：三个“经济中心”助力经济协作

重庆市湖南商会：民主办会 湘商出彩

桥梁两地 商会特色

云南省湖南商会会长汤秋云

贵州湘商联合会五周年活动现场

本刊记者/王珊 刘晶晶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