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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彭雅惠

9月12日，一场为期4天、近9万
人次共同参与的美食狂欢， 在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正式落幕。

2016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简
称“食餐会”），是我国首个食品与餐
饮合并展示的展会， 也是湖南首个
国家级商贸会展平台。 盘点4天盛
会，亮点频闪，成果丰硕。

人气高涨，近9万人次
参与美食狂欢

前后4天， 展馆内每天人头攒
动， 国内外美食吸引了近9万人次
入场。

据统计，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
到4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共791家，
展商人数达5618人。

省内企业参展面积占展览总面
积的42%，14个市州的特色食品、餐
饮企业都得以精彩亮相， 湖南粮食
集团、湖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酒鬼
酒、湘窖酒业、57度湘、火宫殿、玉
楼东等知名食品餐饮品牌当仁不
让，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省外企业参展面积占展览面积
的40%，山西、黑龙江等21个省、市、

自治区参展，蒙牛集团、正大集团、
杏花村汾酒、洋河酒业、老干妈、燕
京啤酒等知名企业纷纷加盟。

进口展区同样气势不小，韩国、
捷克、柬埔寨、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境外企业一
展风采。

另据统计， 本届食餐会专业买
家到场人数众多，专业采购商近3万
人次，辐射江苏、北京、上海、广东等
多个省份， 甚至还有从俄罗斯、英
国、美国赶来的境外采购团。

商机满满 ， 现场生意
火爆出人意料

展会期间， 韩国馆休闲食品售
卖点前经常排着长队， 捷克展商带
来的200公斤蜂蜜蛋糕两天售罄，
常德壹德壹公司展品一天卖光，内
蒙古商人贩售的牛肉被抢购一空，
正大集团的冷冻食品、山西杂粮、湖
南豆花、 新疆大枣等不得不紧急补
货……展会现场生意之火爆出人意
料。

“我们只向50家采购商发出邀
约， 但食餐会前两天就来了上百家
有意采购的企业。”9月10日， 湖南
省流沙河花猪生态牧业公司董事长

李述初说，展会期间，流沙河牧业与
上海、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客商签
订了共计12亿元的意向销售合同。

此外， 广西的螺蛳粉通过展会
平台，遇见了湖南总代理，打开湖南
市场指日可待； 云南宣威调味料得
到了30余家客户青睐；衡阳市食材
基地与正大集团、聪厨公司、柬埔寨
商会以及40余家全国各地大型连
锁餐企达成长期供货意向， 而衡阳
市50多家餐企也采购到外地上百
种特色食材样品。

二维码送礼、 线下体验线上购
买等互联网新型促销方式现身展会
现场，湖南电商公共平台加盟展会，
带来了最浓烈的互联网元素， 快乐
购、京东集团、苏宁云商、供销大集
等企业集中亮相， 为发掘食品餐饮
商机提供了“电商智慧”。

活动丰富，推动食餐产
业创新与融合发展

9月9日， 在山西品牌中华行
展区，山西民歌、山西面艺、绛州锣
鼓、雕刻、剪纸等民间艺术一一登台
表演， 将山西独特的文化与美食完
美融合精致展现。之后，韩国的四物
戏、乱打、现场泡菜、拌饭制作，台湾

的民俗文化表演等也依次在食餐会
亮相。美满中华八大菜系品鉴会，邀请
了八大菜系大师现场展示八大菜系
中的知名菜品，尽显中国餐饮魅力。

采购对接活动中，大型商超采购
对接会、零售行业专场、中外食品餐饮
行业采购说明及对接会、苏湘餐饮行
业交流会帮助各参展企业进行“一对
一”对接，成效显著。中澳自由贸易协
定解读研讨会、2016港湘葡萄酒业交
流对接会上，政府官员、企业代表等共
同探讨了相关政策、发展趋势，促进产
业对接。

“食餐会不是传统的展销会，我们
更注重的是推动食品餐饮产业创新
与融合发展。”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锋
说，本届食餐会以“供给侧改革驱动创
新、产业链融合助力发展”为主题，紧
紧围绕“一带一路”、“互联网+”、“供
给侧改革”、“绿色、环保、安全、升级”
等理念，举办展览、论坛、洽谈三类活
动，推动食品餐饮行业开放、创新、融
合发展。

目前， 下届展会的预定已经开
始，江西、湖北、江苏、内蒙古、山西等
省外组团单位表示将继续组织参展，
省内品牌企业壹德壹、 麻辣王子、高
桥大市场、 西班等均已预订下届展
位。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周闯）今天，记者从省知
识产权局获悉，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
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为
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省和
《湖南省建设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试
点省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并提
出了相应要求和支持方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函中表示，
湖南省应建立健全支撑型知识产权
强省试点省建设体制机制， 加强组
织领导和工作保障，加大经费投入，
强化协同推进， 制定系列配套支持
政策，做好监督评估和总结推广，把
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加强战略对接、措施协同、
政策衔接， 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建设
中的重大问题， 持续监测评价试点
建设进展情况， 加强工作指导和支
持力度，及时总结经验并予以推广。

按照《方案》， 长株潭先行先
试。包括：在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中，加快建设职责清晰、管
理统一、 运行高效的知识产权行政

管理体制， 支持长沙开展知识产权运
用与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在改
革知识产权处置管理方式中， 发挥长
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政
策优势，开展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类知识产权使用、 处置和收益改
革试点等。

《方案》明确，到2020年，长沙、株
洲、 湘潭进入全国知识产权工作先进
城市行列， 长株潭地区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超过24件，这将是全省平
均水平的3倍。

《方案》 提出，打造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业。 先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新
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5
个产业成为重点扶持对象。 到2020
年， 将建设知识产权强企100家，70%
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制， 企业专利转
化实施率达到70%以上。

《方案》还提出， 推动知识产权金
融创新， 力争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金额年增长率不低于20%，2020年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额度达到25亿元。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杨帆 李先志 ) 9月12日，
蓝山县大桥瑶族乡一药农在大山深处
意外采摘到一株巨型野生灵芝。 其长
80厘米，宽约1米，底部长着11只脚，
俗称小“趾头”，重约5.3公斤。

这株野生灵芝不仅个头巨大，而
且外形奇特。周身呈赤紫色，正面具有
油漆光泽和放射状皱纹， 边上还隐隐
有一条金边。 远远看去就像一把撑开
的紫色雨伞。

采到这株野生灵芝的是一名瑶山

老药农。老人的侄儿说，前几日，老人
进入瑶山深处采药， 在一棵百年大树
下，意外发现一株体型巨大的菌类。他
认真查看后惊讶地发现这可能是一株
巨大的灵芝。 于是他赶紧下山叫上侄
儿和几个人一起返回山里， 合力将灵
芝采下山。

跟草药打了五十几年交道的老中
医曾凡宾肯定了这株灵芝的真实性，
但像如此巨大的野生灵芝， 他也是第
一次看到。曾老中医说，这株灵芝生长
到这么大，至少要上百年，十分珍贵。

一次美食狂欢，一场产业盛会
———2016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盘点

湘江源头发现特大野生灵芝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王
晗）今天下午，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传出喜讯： 梅溪湖国际新城荣膺联合
国“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奖”，这也
是本年度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区。

梅溪湖国际新城是湖南湘江新区
核心片区之一，总规划面积约38平方
公里，以“和谐之城、活力之城、易达之
城、实干之城”的规划理念为蓝本，规
划定位为“国家级绿色低碳示范新区”
和“长沙新城中心”。2012年以来，先

后获评全国首批“国家绿色生态示范
城区” 和“国家指挥城市创建试点城
区”。

如何在国际大奖中脱颖而出？根
据“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奖”评定标
准，最关键的一环则是“符合可持续
发展”，其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梅
溪湖国际新城正是从资源环境、 建筑
设计、产业规划、人文营造多个角度构
筑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范本。

据悉，“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
奖”是由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于
2005年设立的全球人居环境建设领
域的重要奖项， 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
城市建筑和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被
誉为“人居环境奥斯卡”，该奖项仅授
予对发展绿色城市有突出贡献的项
目。奖项包括城市类、景区类、建筑类、
交通类、设计类、技术类和个人类七大
类。目前已成功在中国、美国、巴西和
德国等地连续举办了10届。

梅溪湖国际新城获世界人居环境最高奖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付逸曦）今天，记者从省司
法厅举行的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考
务培训会上获悉， 今年国家司法考试
将于9月24日、25日举行，目前我省考
前组织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今年，我省国家司法考试报名缴

费人数为18357人，比去年增加2623
人，较往年有大幅增长。今年我省共
设13个考区、17个考点、619个考场。
省司法厅提醒：本次考试是在《刑法
修正案（九）》施行后的首次国家司法
考试，希望考生认真了解《刑法修正
案（九）》中涉及考试舞弊的条款，知

晓违反法律的严重后果， 积极备考，
诚信参考。今年，为了方便考生参考
和维护考试公平，全省各考点将继续
统一提供考试文具用品和饮用水，并
继续使用升级的国家司法考试考务
安全管理系统，杜绝各种作弊行为发
生。

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开考在即
省司法厅提醒近2万名考生诚信参考

9月13日，宜章县梅田镇竹
坪村， 村民们正在采收“金丝
枣”。近年来，该村流转土地90
余亩， 引进种植特色“金丝枣”
50亩，间种枇杷、杨梅、板栗等
四季水果，并结合生态农业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茁 摄影报道

宜章“金丝枣”丰收

图为在蓝山县湘江源头发现的
特大野生灵芝。 李先志 摄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
育厅了解到，《关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的实施意见》
已经印发，我省计划为年龄在６至14
周岁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免费“送教
上门”，提高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
育入学率，保障特殊教育质量。

《实施意见》规定，送教上门的
服务对象为在当地残联部门登记
的、 确实不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和特殊教育学校（班）接受教育、有
一定学习能力、年龄在６至14周岁
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送教上门实
行“属地负责、任务到校”管理。承担
送教任务的学校根据服务对象情
况， 灵活选择到服务对象家庭实施
“一对一”服务、到服务对象所在的
福利院或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机构开

展服务， 以及家长到送教点陪学等方
式。送教上门实施免费教育，服务费用
由生均公用经费保障， 不向服务对象
收取任何费用。

《实施意见》规定，首次送教上门，
要通过访谈了解学生现状，做好相关专
业评估，并制订切实可行的个别化教育
计划。教师开展送教服务时要为服务对
象送学习教材，有针对性地开展课程教
学和补偿训练， 一般应包括康复训练、
认知、语言交流、生活自理、学习能力、
社会适应和特长培养等方面。

《实施意见》要求市州、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要统筹特殊教育资源，明
确送教上门具体单位， 负责送教上门
工作管理； 残联部门要在每学年开学
前提供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名单，
协助提供有关送教条件， 及时参与残
疾儿童少年的康复指导工作。

湖南获批“全国支撑型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省”

湖南将为重度残疾少儿
免费“送教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