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 5月20日， 第九届文博会情况通报暨颁
奖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湖南省委宣传部获优
秀组织奖,湖南省展团获优秀展示奖。 图为颁奖仪
式现场。

下图： 5月19日， 著名作家、 资深传媒人黄晓
阳在湖南主展馆签售新书。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中图： 5月19日， 新加坡著名油画家曾庆昌
在湖南主展馆签名赠画册。

（上接1版①）
这款卫星导航接收机集成度高， 体积轻巧， 大小和身

份证相当， 使用十分方便。 据专家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开通服务之前， 我国普遍使用美国的GPS或俄罗斯
的GLONASS导航接收机， 其定位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受
到限制。 该校研制的这种新型卫星导航接收机， 创造性地
将北斗、 GPS、 GLONASS三种信号体制集成在一块电路板
中， 增加了不同环境下的可选择性， 特别是其北斗信号接
收功能为自主研发， 具有精度高、 抗欺骗、 抗干扰等特点，
可有效保证导航定位的准确与安全， 使我国摆脱对国外卫
星导航系统的依赖。

据了解， 国防科大卫星导航技术创新团队是国内唯一
同时承担系统核心体制、 卫星关键载荷、 运控主体、 测试
设备和应用终端等研制任务的单位。 10多年来， 该团队先
后研制成功了地面关键设备、 手持用户机， 攻克了系统高
精度指标、 抗干扰能力等多项技术难题。

（上接1版②）
多个展位展品一扫而空，本届博览会场内交易额逾10亿

元。 神秘买家全场扫货，博物馆大举订货，展商之间互相采
购，社会大众踊跃选购，现场交易氛围热烈，令人大开眼界。

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化石、宝石、博物馆等多场高峰论
坛。“演讲嘉宾很多都是以前只在专业杂志上见过的‘大
腕’。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也是一次交流与合作的盛会。

首次办展就办出了大名堂，这让很多参展商看好矿博会
的大好前景。 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都有参展商对
他们说，“明年我就订这个展位，一定要帮我留着！ ”

组委会介绍，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将
于2014年5月15日至19日在长沙举行。

（上接1版③）
下午， 分组审议了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规则 （修正案）； 关于“优化政务环境、 促进转型发展” 向
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草案）； 湖南省政协
主席会议成员联系驻湘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常委， 常委
联系委员办法（试行）（草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关于重点提
案办理工作试行办法 （草案）。

（紧接1版④） 新中国成立后， 先后在平江县、 湘潭地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岳阳地区、 长沙市党委主要领导
岗位上工作。 1988年， 齐寿良同志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岗位上退下来。 1995年12月， 中央批准齐寿良同志离休。
2004年2月， 中央批准齐寿良同志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齐寿良同志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 经受了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时
期的各种严峻考验， 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和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党的建设贡献了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 工作兢兢业业，
在不同的岗位上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他
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无私奉献的一生。 齐寿良同志
的崇高风范、 革命情操、 优良作风、 光辉业绩将永远教育
和激励着我们。

文化湖南走在前 聚焦中国（深圳）文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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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传新

鹏城５月，雨润鲜花。
5月17日至20日，第九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文化湖南”在这里绚丽绽放，写下了精彩
篇章，再次见证文化湘军的实力和风采。

“融合”成为文博会文化湘军的热词。
从资本点亮梦想主题活动到文化产业项
目的推介， 文化与资本对接如此交融；从
由单兵作战到联合推介， 大湘西3市州签
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从数字出
版到湘工艺的技术创新，传统与现代在这
里演绎共舞。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融
合给湖南文化产业带来的变革与成就，感
受到融合产生的巨大力量。

文化+资本：助推产业升级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已经成

为资本新蓝海。
在文博会湖南参展团举办的“湖南文

化产业推介暨资本点亮梦想主题活动”现
场，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湖南文化产业已
成为金融资本追捧的热点。

本届文博会上，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
分行、浦发银行长沙支行、中信资本、上海
文化产业基金、招商湘江产业投资公司等
金融机构纷纷参与签约。

“湖南的文化产业，对于银行、投资机
构来说，无疑是待掘的一座富矿。 ”中国农
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金平说。 此次，
农业银行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提供高达50亿元的授信服务，
被业界认为是一次“颇具前瞻性”的重大
投资。特别是控股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
所有限公司，意味着传媒产业与金融资本
融合的平台进一步优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次文博会
上签约的28个项目中有50%以上是在县
区一级。资本的“触角”已经延伸至县（市）
区一级，这也是资金相对短缺而文化资源
亟待开发的区域，资本与文化的对接解决
了文化产业融资难题。

近年来， 湖南金融机构不断改进服
务、创新方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在规划
引领、模式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湖南作为全国最早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的省份之一， 在资本的助力下，充
分发挥优势，不断创新发展。去年，湖南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2%，进入了
全国第一方阵，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省重
要的支柱产业。

文化+旅游：放大产业空间
从一台戏到一个产业，张家界在文化

与旅游的融合中尝到了甜头。
在文博会湖南主展馆现场，随处可以

感受到文化与旅游融合所带来的变化。无
论是震撼人心的湘西歌舞，还是大湘西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的推介，无不展现出融合
的魅力。 文化与旅游融合，极大地提升了
产业空间。

设在湖南主展馆的昭山示范区展台，
通过播放精心制作的专题宣传片，让人看

到了昭山文化与旅游
融合的前景。 昭山示范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杨晓军对记者说：
“要让微笑的昭山焕发
出文化气息。 ”入驻昭
山的企业都是围绕文
化做文章。 在昭山文化
创意产业园内，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计划建设一个以华声在线网
络传媒及新闻培训中心为基础的现代传
媒产业聚集区；江苏国信投资100亿元，打
造“现代版山市晴岚”；上海惠天然投资50
亿元，进行昭山景区提质改造，力争让昭
山进入国家5A景区行列。

在大湘西3市州的联合推介会上，我
们高兴地看到，高速路网的建成，助推了
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目前，我省依
托高速公路已形成了2条黄金旅游线路，
分别是长沙-常德-张家界-凤凰， 长沙-
邵阳-怀化。 到2013年底，张花、包茂、杭
瑞、沪昆、洞新５条高速网将使大湘西乃
至湖南的黄金旅游走廊日臻完善。

便利的交通，加快了湖南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步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在本次文博会上签约的
湖南省文化艺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的沅州古城及和平湖文化旅游开发项目、
湖南玖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湖南
（芷江）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等都体现
了文化与旅游的紧密融合。湖南华夏投资
集团这家以教育投资为主的公司 ，自
2005年战略布局武陵山片区， 进行跨区
域的旅游文化产业投资，打造张家界西兰
卡普广场－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凤凰
金水寨这条贯通武陵山腹地的文化旅游
黄金走廊。

“文化+旅游”的模式，不仅可以实现
文化与旅游两大产业的优势互补，也促成
企业产业升级转型，还可带动其他相关产
业的升级发展。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既可
以更好地保护、发展并创新了文化，同时
也放大了产业空间，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大
有可为。
文化+科技：激发产业活力

当“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创新”
一旦融合， 文化便在多元融合的新
业态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去年5月，在第八届文博会上，

长沙捧得了
“全国首批
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 ”

的牌匾。 在今年
的文博会上，长

沙国家级文化和科
技融合示范基地来
到深圳会展中心1号
馆设立了专门的展

馆， 来自长沙的大红陶瓷、蓝
猫动漫、天闻数媒等企业展示
了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最新成
就， 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观
众。

在7号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你可以
感受到互联网、移动通信的科技突破都被
移植于文化建设与创造， 依赖科技之力，
丰富的文化成果喷薄而出。 3D打印机、广
电3D电视、4K电视、激光乐器等70余项应
用于文化领域的领先科技产品在本届文
博会上纷纷亮相。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联通阅读运
营中心、华声在线、拓维信息等企业携带
数字产品参展的“数字湖南”，展示了以数
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湖南和新媒体产业
的蓬勃发展。

中国联通阅读运营中心总经理周艳
国现场向记者演示了数字阅读的美妙。他
用手机在联通沃阅读网站上搜索到一部
历史小说，只支付2元钱就将整本书下载，
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他说， 不仅可以读，
听、画，还可以批注，与作者互动、与书友
互动……据了解，未来5年，中国联通将投
入150亿元助力“数字湖南”建设。 其中重
点项目之一就是数字阅读基地项目，总投
资将达15亿元。

文化+科技，不是简单地相加。因为科
技的力量， 不仅可以整合传统文化产业、
而且带动了动漫企业、数字内容加工制作
业、 互联网技术支撑服务业等上下游产
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繁荣发展，更好地
传播、展现了文化的魅力。

在“文化＋科技”模式下，湖南不仅孕
育了惊艳世界的烟花“大脚印”， 瓷器新
品———中国红 ， 催生了中国动漫第一
股———拓维信息，更创造了蓝猫、虹猫、山
猫、青苹果、快乐购等脍炙人口的文化品
牌，传统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激发出全新
的活力。 （本报深圳５月２０日电）

电子书包云课堂
在7号馆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展位， 老师拿一台

PAD， 学生们坐在自己的课桌前看着电脑桌面， 大家一起
饶有兴趣地学习英语。 这是电子书包云课堂， 老师不但可
以通过PAD给同学们上课， 还可以发布课前预习、 课堂练
习以及课后作业， 老师通过电子教本及时了解学生们对知
识点的掌握， 及时答疑解惑。 课堂结束时， 老师还会得到
一张系统自动生成的可视化“统计报表”， 对整个授课情况
进行全面了解。 本报记者 张颐佳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

菊花石销售火爆
在1号馆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示范基地展馆， 长沙展厅

显得格外打眼， 盛放的菊花石、 透亮的红瓷……吸引了海
内外客商流连忘返。 作为国家级16个示范基地之一， 长沙
的展厅把文化和科技融为一体。 这次长沙组织了7个单位前
来参展， 涵盖电子科技、 文化创意等多个方面。 而深圳的
市民朋友对长沙的展品也表现出来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浏
阳的菊花石， 销售情况异常火爆。 本报记者 张颐佳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

大湘西赶来的“展外团”
5月18日， 在深圳会展中心， 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红石林景区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从媒体上看到文博会正
在深圳举行， 湖南今年重点推广大湘西， 他们特地从湘西
赶到深圳推荐景点。 这个由4个人组成的“展外团” 向记者
介绍了神秘湘西的又一奇观， 它就是号称“中国最红的景
区” ———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全
球唯一在寒武纪形成的红色碳酸盐岩石林， 5亿年前这里曾
经是一片海洋， 被称为扬子古海， 经过地壳运动海底被抬
升， 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塑造下形成了这片美丽的地质奇
观。 红石林的岩石以红色为主， 夹杂有灰白色、 灰绿色、
褐色、 灰色、 白色多种色彩搭配， 组成一片神奇、 宏大的
五彩石林。 本报记者 李传新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

75亿元助力芷江和平文化旅游
在深圳文博会上，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分别与湖

南省文化艺术产业集团、 湖南玖联集团签署了修复沅州古
城、 打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两项文化旅游项目， 签约
合同资金达75亿元。 在秀丽迷人的鹏城深圳， 中国抗战胜
利受降名城芷江再度聚焦了世人目光。 芷江是中国抗战胜
利受降地。 近年来， 通过4届国际和平文化节的成功举办，
旅游外向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这两个文化旅游项目的签
约， 是该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李 勇 通讯员 龚卫国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

融合的巨大力量
———第九届中国（深圳）文博会湖南参展团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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