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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下旬， 湘商文化促进会第六次筹
备会议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召开。 来自
华东地区“江浙沪徽闽赣”等异地湖南商会
20 多位湘商精英代表齐聚出席，共同探讨
湘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发展方向。

本次湘商文化促进会筹备会议由中国
商会著名活动家、 湘商文化开创者伍继延
发起召集，上海湖南商会执行会长谢东海、

上海岳阳商会执行会长吴浩等负责承办。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执行会长叶洪根老先
生、 湖南大学江苏校友会秘书长潘秋红应
邀出席。

谢东海会长认为， 如果没有诚信作为
基础，任何的法律制度都形同虚设，湘商文
化应该强调契约精神。 浙江省湖南商会会
长黄勇建议尽快制定湘商文化促进会章
程，明确目标，稳步推进。 远在美国的王新
友会长通过微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提出
湘商文化发展必须包含湘、商、文化与时代

四大特征，基于传统与优势，结合当代与发
展，才有恒久之力。上海常德商会会长何绍
军提出湘商源自湘，立足点在商，根本是文
化，湘商还在路上，湘商文化还在创造。 江
苏、福建、安徽、江西的湘商代表也结合当
地湘商发展， 提出了以文化为纽带打造湘
商文化的建议。

湖南省政府驻沪办事处招商合作处
副处长周宇谈到，我们这些异地发展的湘
商要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主动去学习
所在地的各种文化，让湖湘文化融合当地

文化， 是我们在异地湘人努力追求的方
向。

伍继延最后提出， 湘商要率先转变价
值观，要从分配财富转型为创造财富，从打
天下变为经营天下。 湘商要成为经济财富
的创造者，公益社会的推动者，和谐社会的
建设者， 先进文化的创造者。 在全球化时
代，要善于吸收全人类的文化优点，发挥湖
湘文化的优势， 这样湖湘文化才能自然而
然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成为未来世界文
化的优秀基因。

本刊记者 谢作钦 通讯员 肖景灿

湘商文化的核心理念

创造财富 经营天下

4 月 9 日，中国商会著名活动家、湘商
文化开创者伍继延先生率领北京湖南企业
商会、北京投融资商会及深圳市湘潭商会代
表一行考察湘潭步步高置业·新天地（九华）
项目，并就共同谋划组建“天下湘商”文化平
台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湘潭步步高置业积极探索如何以“两
型”理念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驱动房地产
行业创新发展，走在了行业的前沿，被提名
为第四届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年度新闻大
事件。9 日上午，伍继延一行参观了步步高·
新天地（九华）项目，获知九华新天地将建
齐白石艺术馆，并出巨资修复万楼古迹，发
掘窑湾文化，伍继延表示赞同，他称赞步步
高置业是有社会担当、 重视文化建设的优
秀企业。

伍继延会长对共同发起组建一个湘商
发展大平台，团结全国各地湘商，抱团发展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认为步步高置业为

“天下湘商”找到了大本营，步步高集团董事
长王填作为湘商代表人物，一起来打造“天
下湘商”转型发展平台，无疑为异地湘商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了解，4 月上旬，步步高置业与各地商
会交流频繁，已接待三个湘商代表团，分别
参观了该公司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新天地九
华、梅溪湖等项目，走访了步步高广场湘潭
店、步步高物流园等实体机构。 广西湘商联
合商会会长贵任勇赞扬新天地梅溪湖项目
令人“大开眼界”，还说“步步高这样的地产
项目在广西发展是很有前景的”。

（刘亚娟 续晓旋）

湘商考察“步步高”两型地产项目

谋划组建湘商抱团发展新平台

【资讯】

金荣·望城科技产业园
沙龙活动为企业增“能量”

4 月 2 日上午， 金荣·望城科技产业园举办
了一场主题为 《顺势腾飞———转型时代企业突破
之道》的沙龙活动，为企业增添“能量”。 望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苏文珊、 产业局副局长
刘双富、中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关
选国、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吴运迪以及各园区部
分企业家出席本次活动。

据了解，该活动由金荣·望城科技园联合和邦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主办，旨在通过深度剖析经济格局，解密企业突围
之道，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园区企
业高速成长，构建产业生态与企业生态，从而形成
多赢格局。 （郑卓）

4 月 14 日下午，由沅陵县人民政府携手湖南
茶企推广活动———“碣滩茶‘O2O’茶产业宿迁研
讨会”在江苏宿迁市举行，沅陵县政府副县长伍崇
岳、宿迁市相关负责人及风华致远（湖南）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等 200 余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碣滩茶历史悠久，拥有 1300 多年产制历史，
自唐朝开始， 碣滩茶便被作为历代贡茶而广为传
颂。风华致远作为一家特色茶叶企业，挖掘电子商
务市场的巨大潜力， 凭借自身技术团队优势和电
商运营发展趋势， 打造全国最大的电商涉茶门户
“大茶网”，以全新的“O2O”电子商务模式占据茶
业市场，为消费者建立一个安全、可靠、便捷的茶
产品互动平台，弘扬中华五千年的茶与茶道文化，
让中国茶叶走向世界市场。

这次跨省推介活动， 意味着风华致远已经站
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吹响了沅陵碣滩茶进军
全国市场的号角。 （郑卓）

沅陵碣滩茶
创新营销模式跨省推介

伍继延
（左三）率领
北京、 深圳
等地湖南商
会代表考察
步步高置业
九华项目后
留影。
续晓旋 摄

【商会动态】

3 月 24 日， 本报湘商时代周刊对
当代“湖南张海迪”———李丽大姐发起
成立“湖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总
站”缺少资金、得到湘商成功人士的热
心赞助进行了报道， 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 目前，以湘商文化开创者伍继延义
卖新书《在商言商？ 》所得善款 14 万多
元，已全部汇至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李丽心灵教育中心”。

3 月 16 日，来自衡阳的爱心大姐李
丽将准备成立湖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总站缺少资金 26 万元的情况告知
来长沙举行读书会的伍继延会长， 得到
其热心支持，表示义卖新书《在商言商？》
7000 册，全部捐给李丽创办湖南省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总站。 当晚的敖吧读
书会上，义卖活动得到读者的热情响应。

据了解，湖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总站建设项目，主要依托专业社工
和义工队伍，深入社区、学校和家庭，重
点为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和“问题”青
少年等特殊群体，提供系统、专业的心
理疏导和行为矫治服务及必要的物质
保障服务。 服务形式主要包括电话疏
导、个案面询、夏（冬）令营、心理健康讲
座、筹资助学、结对帮扶志愿行动等多
个方面，计划服务全省 4300 名未成年
人。

记者从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获
悉， 目前他们已经收到各界爱心捐款

140758 元， 其中大三湘茶油周新平捐
款 5 万元，广东省湖南商会邓怀宇捐款
7600 元， 北京投融资商会高燃捐款 2
万元、 禹勃捐款 3800 元； 深圳市湘潭
商会左泽亮捐款 3880 元， 浙江省湖南
商会黄勇捐款 8208 元， 福州建邦贸易
管志平捐款 3800 元，刘启东捐款 2 万
元，高步云、刘强、刘贤捐款 9120 元，
徐颂东捐款 4750 元，韩志兵捐款 7600
元，王来扶捐款 2000 元。

李丽女士表示：“衷心感谢湘商企业
家们和所有爱心人士的鼎力相助！ 公益
的魅力感召你我共同前行， 感谢您的牵
手，我们将不负众望！ ”

（谢作钦 郑卓）

共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总站
湘商联手爱心大姐

本刊记者 钟丽纯 通讯员 刘胜松

湖南省广东商会党支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重温历史 不忘使命

西柏坡合影

【商会党建】

4月 12日至 14日，湖南省广东商会党
支部组织党员和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29人到红色摇篮西柏坡， 参加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温历史，自觉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

13 日上午， 湖南省广东商会副会长
郑景忠和党支部书记周学海带领大家来
到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看到这些巧
妙的地道，党员们无不为人民群众的智慧
所折服。 当天下午，党员们继续前往淀泊
相连、苇壕纵横的水乡———白洋淀，这里
是雁翎神兵扬威之处，“小兵张嘎”造就之
域。 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听着讲解员
对每一位英雄人物的介绍，党员们心中升
起一种敬意和豪气，似乎自己也怀着万千
豪情、 怀着一腔热血在芦苇荡中穿梭，别
样的心灵震撼让各位党员深深体会到敢
于斗争、机智灵活的雁翎精神，不屈不挠、
顽强无畏的民族气节。

次日上午， 他们参观了西柏坡纪念

馆和中共中央旧址。 在馆内，听着讲解员
地详细的解说， 仿佛眼前浮现出了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的席卷全国的
土地改革运动，指挥的震惊中外的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和召开的具有历史
转折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看着这
一间间简陋的土屋，一件件珍贵的实物，
一幅幅感人的照片，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真正领略到了当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他
的战友们在这里纵横捭阖、 运筹帷幄的
革命精神。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党员们深
受教育，心灵受到洗礼，大家都表示：要
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伟大的“西柏坡精
神”，铭记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光
辉历史，坚定艰苦奋斗的信念，增强对祖
国、对党的无限热爱，在新的历史时期，
真正担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 让西北坡
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据悉， 湖南省广东商会成立于 2007
年，目前已有近 500 家会员企业。 商会会
员企业主要涉及银行、航空、房地产、零售、
电力、矿产开采、日用百货、食品、机械制

造、家用电器、建材等 20 多个行业。商会自
成立以来，为湘粤两地促成合作项目 2000

多个，招商引资总额逾 1000 亿元，为湖南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 月 7 日，邵阳县（长沙）经促会携手中华助
学网，举行扶贫助学金发放仪式，为邵阳县 156 名
贫困学子织就求学梦， 同时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年
时间里，受助学子将每年获得 1000 元—1600 元
不等的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省审计厅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罗良葆，省国防科工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王超祥等出席捐赠仪式。

邵阳县（长沙）经促会成立于 1998 年，该会
秉承“凝乡情，聚智慧、谋发展、创大业”主旨，以在
长老乡为主体，凝结家乡亲情纽带，倾力服务家乡
建设发展。“关注慈善、居富且仁”是该会的重要标
符。 16 年来，该会先后为家乡组织募捐活动 30 多
次，募集善款近 1000 万元，扶贫助学帮困 1200
人次，协调争取项目资金 2 亿多元。

邵阳县（长沙）经促会执行会长兼慈善分会会
长、 湖南佳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长林一
直热心公益。 他介绍说，心存感恩、回馈桑梓早已
植根于全体会员企业家心中。 此次是邵阳县 （长
沙）经促会与中华助学网的再度携手，联合多家单
位发起推动的“爱满两岸”慈善夜大型公益活动，
吸引各界爱心人士 400 余人参会， 共募得善款
125.6 万元，相继在邵阳、长沙、岳阳等 10 个城市
资助 243 名特困学生完成学业， 树立了邵阳企业
家报效故土的新典范。 （刘婷婷）

邵阳县长沙经促会
献爱心圆学子梦

“最早成立的市级异地商会”、“湖南省市
级异地商会的一面旗帜”、“团结、和谐商会的代
表之一” ……这是商会活动家们对曲靖市湖南
商会的评价。在商会组织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

曲靖市湖南商会凭借规范的制度建设， 民主的
力量，良好的服务、文化的武装赢得了社会广泛
盛赞。

4 月 13 日———16 日，本刊记者深入曲靖
湖南商会进行采访， 挖掘其持续发展的源动
力。 在采访中，不论是商会会员、还是曲靖市工
商联负责人、当地企业家都对曲靖市湖南商会
表示认可。 曲靖市工商联副主席张元明更以

“领导班子好、会员发展好、商会建设好、作用
发挥好、工作保障好”这“五好”高度评价该商
会。目前，商会共有会员企业 380 多家，主要从
事矿山机电、建筑建材、机械制造等行业，曲靖
湘籍非公经济人士年均营业额达 25 亿元，实
现利税 3 亿元。 近年来，商会获得了“4A 级商
会”、“湖南省异地商会工作先进单位”、“优秀
基层组织”等荣誉称号。

专访曲靖市湖南商会

异地市级商会的旗帜

曲靖市湖南商会会长岳建军 （左一），
副会长尹志元（左三）接受采访。 谢正午 摄

【湘商公益】 【典型推介】

本刊记者 张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