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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语录：

� � � � “创一代”的坚韧、细致，与“创二代”
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全球化视野，是成就
传统企业转型提质的最好组合。

———周游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如果不听介绍， 很难相信周游是在
商海中逐浪的生意人。

5月中旬，周游应约在长沙与记者会
面， 就自己的创新创业历程接受记者采
访。今年33岁的他，阳光帅气，彬彬有礼，
宛若邻家“暖男”，没有半点老板架势。

就是这样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小伙
子，用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努力，让家族企
业起死回生， 让产自衡阳的小苏打颗粒
漂洋过海“周游”世界。

周游在父亲的海联三一公司任职总
经理， 在自己的海联进出口公司任职董
事长。 父子联手， 经营着国内品种最齐
全、出口额度最大的小苏打颗粒。

一通电话，改变移民决定

周游坦言，他在英国留学6年，毕业
后也在当地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最初
是打算移民的。但是，父亲的一通电话改
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6年7月15日深夜， 一向坚强、乐
观的父亲在越洋电话中流露出来的疲劳
和担忧，让“从不问家事”的周游不由得
再三追问。原来，家里的小苏打厂因内销
市场萎缩殆尽、出口海外遭遇“两眼黑”，
面临破产。

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 周游决定回
国， 用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计算机
技术帮帮父亲。第二天，他辞掉那份高薪
工作，登上回国的航班，直奔家乡衡阳。

小苏打内销“走不动”、效益低，自家
的小企业要想活下去，只有出口一条道。

周游安慰父亲：“我在英国读书时，
看到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苏打产品，
健康环保，很受欢迎，这说明小苏打的海
外市场大得很；我是留学生，英语很好，
懂得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 肯定能联系
到外国客商来买小苏打。”

他的自信赢得了父亲的信任。 周游
开始按自己的想法打造全新的小苏打销
售模式。

一根网线，改变公司命运

从2000年开始就在国外生活的经
历，让周游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互联网寻
找海外客户，最有效率。

他利用学到的计算机技术， 对小苏
打厂进行信息化改造， 并成立了以互联
网销售为主的进出口公司。然后，参考国
际行业巨头公司主页， 制作了符合欧美
人浏览习惯的英文官网。

同时， 周游在谷歌等搜索引擎以及
大型“B-to-B”平台上设置针对不同市
场的关键词， 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吸引
海外访客多点击、了解“海联”。

国外的公务交流，以电子邮件为主。
在给海外客商发邮件时， 周游发挥熟悉
国外风土人情的优势， 遣词造句尽可能

“够英国范”， 力求让对方通过邮件的严
谨性看到公司的高水准。

2007年春， 周游赴广州参加“广交
会”。名为参加，实际上是“流动摊贩”。因
为没有展位，周游只能四处游走，靠发传
单宣传“海联”。不过，凡是在展厅内外听
过他推介的老外，无不对这位风度翩翩、
英语流利的“派单员”“点赞”。

几个月之后，“海联” 终于收获了第
一笔海外订单， 来自印度的客商通过网
络要求购买250吨小苏打！

借互联网东风，“海联” 从此扬帆起
航。公司只有周游一个销售员，却在4年
内由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型内贸企业，摇
身一变成为产品出口86个国家和地区的

外向型企业，年销售额过亿元。
对儿子“不搞应酬找销路”而心存怀

疑的父亲周小平开始相信， 时代真的不
同了， 年轻人用一根网线就能改变公司
命运。

一个梦想，改变工业格局

周游深知，所谓利用互联网做生意，
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在网上卖东西”，还
应该通过网络渠道直接获取客户各方面
的反馈信息，感知市场变化，及时改进、
完善产品，不断满足其需求。

“海联”以最迅捷的速度，对海外客
户的各种要求作出反应，改包装、更新网
页……最见效益的改变是， 原来只有一
种规格的小苏打颗粒， 发展为针对海外
不同行业的5种特殊颗粒，产品附加值提
高2倍。

公司越做越大， 周游的想法越来越
多。

小苏打因健康环保、经济实用，在欧
美发达国家每年的人均消费量为2.2公
斤，而国内这个数据仅为0.167公斤。周游
预计， 随着国人对生活品质和环境保护
的日益关注， 小苏打市场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比如，洗碗筷常用的洗洁精，可
能会像国外一样被完全无害的食品级小
苏打替代。

“这将是一块上千亿元的大蛋糕，一
个人肯定做不了。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有
更多的年轻人与我一起来继续创业，把
一枝独秀变成万紫千红。”

周游说，他正在衡阳筹建一个“共
创平台”，围绕小苏打原料，期待与大家
共同开发各种小苏打产品。“我提供我
拥有的资源， 你带来你具备的优势，加
入‘海联’也可以，股份合作创立新公司
也可以，善于做牙膏的做牙膏，善于做
食品的做食品， 相信这样过不了多久，
湖南的工业格局将加上一个小苏打的
标签。”

� �创客名片：

� � � 周游：80后，海归，“创二代”。2000年赴英国
留学，2006年回国， 从父亲手中接过濒临关门的
家族企业“海联三一”进行二次创业。借互联网时
代东风，“海联三一”起死回生，发展壮大。现任衡
阳市海联三一公司总经理、衡阳市海联进出口公
司董事长、衡阳市留学生协会会长。

■记者手记

留学生更应做“弄潮儿”
刘勇

周游的成长历程 ，让人相信 ，在万众创业的
大浪潮中，留学生更应大展身手，做最勇敢、最能
预判风向的“弄潮儿”。

国内各行各业都在发展变革中 ， 三湘大地
“互联网+”风起云涌，创业机会无处不在。

作为留学生， 比外国人更熟悉国内情况，比
没出过国门的人更清楚国外的先进潮流，回来创
业更有优势。周游发现国外早已使用食品级小苏
打当洗洁精，就是绝佳的创业机会 ，有朝一日必
将颠覆整个行业。

能够出国留学的人，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家里
已经在做企业了。 如果能够在学有所成后再回
家， 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再
上台阶，比一般人从零开始创业，更有基础、更易
成功。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湘创客

周游：让小苏打“周游”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眼下正是湖南的雨季， 空气里有丝丝凉
意，弥漫着湿湿的栀子花香。省气象台称，本
周湖南仍然多雨。雨季里，不消说，雨始终是
天气最大的主题， 而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
雨季中的5月，栀子花最适合不过。

有关栀子花的记忆总是离不开雨，弥漫
在水汽与雨雾中的栀子香， 浓烈又素净，像
浮着一层流光，在5月的山谷里，漫山遍野地
流淌，摘于手中，芬芳满怀；放进衣柜，清香
盈室。在湖南乡下，采一篮栀子花做菜也是
寻常的事，韭菜炒栀子花，清香爽口，带着点
刚刚好的苦涩。中医把栀子花当作疮肿毒等
病症的辅助治疗食品，还可化痰止咳、宽肠
通便。

栀子花在湖南真是再寻常不过了，“栀”
字却颇为冷僻， 其由来是因这种花的果实像

是一只酒杯，酒杯古称“卮”，于是，便把这种
树木开的花叫做栀子花了。 岳阳市以栀子为
市花。岳阳湖泊众多，湿润多雨，非常适合喜
阴爱潮的栀子花的生长。在岳阳，还有“五月
栀子闹端阳”之说。

栀子花期较长， 从5至6月连续开花至7
月。这样的时节，虽然下雨，气温却不高，正适
合雨中赏花。等到这一段雨天过去，响亮、炽
烈的炎夏就要登场了。

省气象台预计，25日晚开始又有新一轮
强降水过程开启，预计过程会维持到29日。因
为暖区降水特征明显， 需要特别防范局部地
区的暴雨及雷电活动。

提醒大家，雨季空气湿度大，会影响人体
舒适感，而且下雨后气温急剧下降，很容易着
凉感冒， 要注意适时添加衣服。 由于天气潮
湿，建议大家勤洗勤晒衣服和被褥，经常开窗
通风。

湖南首届
微商创业大赛落幕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5月20
日晚，湖南首届微商创业大赛在长沙举行颁奖典
礼，黄蓉以12.0704万元的销售业绩夺冠。

本届大赛从4月份启动以来， 为全省微商创
业的朋友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大
赛根据店铺业绩、专家评审、粉丝数计算总排名，
获奖的冠、亚、季军6人将参加在杭州举办的微商
大赛全国总决赛。

本届大赛由湖南自媒体联盟携手湖南野谷
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办。湖南作为“全国微商
创业大赛”分会场，结合线上线下的分享交流活
动，聚力推动传统生态农业、传统零售商业与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的结合。

并购龙头企业奇瑞重工

中联重科
“工”而优则“农”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5月22
日，农业部农机化司发布了农机产〔2015〕49号文
件，对以原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
瑞重工）名义申报的4YZ-4C1自走式玉米联合收
获机暂停了补贴资格。这意味着以原奇瑞重工名
义申报的包括产品补贴资质、 产品鉴定证书等，
全面变更到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控
股企业）名下，相关农机购置补贴均不受影响。

2015年一季度以来， 中联重科谷王TB60小
麦收割机、PL40水稻收割机、打捆机、烘干机等
明星产品受到了市场和用户的信赖和喜爱。2014
年8月20日， 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并购国内农
业机械龙头企业奇瑞重工，中联重科拓展农业机
械业务板块的战略正式落地。并购重组后，企业
名称于2014年10月13日正式变更为中联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以来，中联重科农业机械
业务按照公司的既定战略部署扎实推进，公司以
打造全球中高端农业装备品牌为目标，积极进行
全球技术、 人才和渠道等各类要素资源的整合，
并通过大力进行管理改善和产品升级，形成了与
《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
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高度吻
合的发展思路。

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产业
创新能力建设，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的有关精神，
经省政府同意，201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设立“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对部分创新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予以补助支持。为加强项目实施及
资金管理，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专项的支持领域和方向
1、支持领域。“十二五”以来省发改委批复

认定的创新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2、支持方向。上述创新研发平台开展关键

技术研发、技术系统集成和工程化验证所需的
设备购置建设。

二、安排原则及方式
1、安排原则。本次共安排30个左右项目，

按照属地原则，实行责任下沉，每个市州自行
筛选上报1-3个项目（个别情况特殊的市可适
当增加，但最多不超过6个）。项目单位直接向
省申报的纳入市州统一平衡。

2、安排方式。按照省政府相关文件精神，
并视项目性质、意义、社会效益、投资总规模等
情况，每项目原则上安排补助资金60-80万元。

三、项目的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条件。
（1）项目符合专项支持的领域和方向；
（2） 项目单位应具有较好的组织实施条

件，有一定的自筹资金能力。项目应具有较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预期，通过项目的实施能实
现创新能力的明显提升；

（3）所申报项目不能与省财政性资金已支
持的项目建设内容重复；（4） 项目单位必须是
研发设备严重不足或更新改造任务较重，项目
建设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

2、材料要求。项目申报应按程序上报申报
文件，所附项目资金申请书应包括项目建设背
景、意义、承担主体、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建设
内容（或设备购置清单）、目标、实施期限及项
目备案文件等相关附件。

3、时间要求。自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
至2015年6月5日前向省发改委提出申报。

四、安排程序及监管
严格落实《省发改委项目资金申报及安排

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投资 [2015]317号）规
定，在湖南日报和委门户网站设立“政府重大

投资项目公示”专栏，坚持先公开公示，后申报
安排，实现申报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坚
持集体决策，所有资金申报安排，必须通过经
办处室处务会集体研究，再提交主任办公会或
委务会集中审议决定， 委纪检监察室全程监
督。项目资金安排后，项目单位应按申报内容
及规模认真实施， 接受我委检查稽察及财政、
审计监督，按要求定期向我委报告项目建设进
展。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年5月1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要求，并报
省政府同意，201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设
立“民族民俗特色村落保护专项”，为加强项目
实施及资金管理，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重点及方向
重点支持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已列入省重

点旅游景点（圈或线）、具有较好开发价值和开
发条件、已批复保护规划和方案、已列入省级
以上历史文化名村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古
村落。2015年支持10个民族民俗古村落的古建
筑保护、修复及消防安防设施等建设项目。

二、申报条件和原则

1、申报条件：
（1）已列入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或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名录；
（2）已编制完成保护规划及维修方案；
（3）完成项目立项；
（4）中央和省专项资金对同类建设内容没

有支持过、且未列入《湖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
落整体保护利用实施方案》的项目村；

（5）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具备年内开工条
件。

2、安排原则：
（1）重点倾斜民族民俗古村落比较集中的

集中连片困难地区和国贫县；
（2）优先安排地处重点旅游区和精品旅游

线上开发条件较好的民族民俗古村落；
（3）地方政府重视，已完成前期工作，承诺

配套资金。
三、安排方式
1、市州项目个数。我委按照“优先武陵山

和罗霄山片区县、优先基础薄弱县市、优先符
合条件村落分布较多市县”的原则，根据每个
市州符合条件村落的多少，按比例确定市州项
目个数，适当兼顾市州平衡。

2、前期工作要求。拟安排项目，原则上应
做到当年实施、当年竣工，对审批手续不完善、

建设条件不落实的项目不予安排。
3、项目补助标准。每个项目补助不超过150

万元， 单个项目补助比例不超过总投资的50%。
四、申报要求
1、材料要求：
（1）市州（省直管县）发改部门申请文件；
（2）项目立项批复；
（3）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和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需要加附保护发展规划及批复文件；
（4）相关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5）配套资金承诺函。
2、时间要求：自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

至2015年6月5日前向省发改委提出申报。

五、安排程序及监管
严格落实《省发改委项目资金申报及安排管理

实施细则》（湘发改投资[2015]317号）规定，在湖南
日报和委门户网站设立“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专
栏，坚持先公开公示，后申报安排，实现申报公开、过
程公开、结果公开。坚持集体决策，所有资金申报安
排，必须通过经办处室处务会集体研究，再提交主任
办公会或委务会集中审议决定，委纪检监察室全程
监督。项目资金安排后，项目单位应按申报内容及规
模认真实施，接受我委检查稽察及财政、审计监督，
按要求定期向我委报告项目建设进展。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年5月19日

2015年省预算内“民族民俗特色村落保护专项”实施方案

2015年省预算内“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实施方案

栀子花开雨季时
建议勤洗勤晒衣服和被褥，经常开窗通风

5月21日 ，建设
中的桂阳县西水河
沿河风光带。去年，
该县启动西水河综
合治理工程， 并投
资20亿元， 打造集
防洪风光、 生态休
闲和文化展示为一
体的西水河沿河风
光带。目前，该项目
一期工程进入扫尾
阶段。

欧阳常海 摄

月桂聊天

省发改委投资项目公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