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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白培生 李秉钧 颜
石敦 ）今天上午，备受关注的第五届中国（湖
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开幕。 副省长
向力力宣布开幕。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
莱索托王国等国驻华使节领事， 亚洲恐龙协
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专业协会负责人出
席开幕式。

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是经国
务院批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部主
办的目前亚洲最大的矿物宝石专业展，也是国
内唯一指定在地方开设的矿物宝石展览交易

平台。本届矿博会主题为“神奇的矿晶、多彩的
萤石”，集中展示来自全球各地的矿晶、化石、
奇石、宝石等精品。我省相关地质公园、矿山公
园、矿产资源、地质遗迹资源等，也以各种形式
在展会上亮相。

开幕式后，出席活动的嘉宾及几万名观众
走进矿博会核心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一睹
世界各地宝贝风采。会展中心规划布置了国际
矿物晶体区、 国宝级精品矿物宝石展示区等7
个展区，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设置国际标准
展位2600个，展出的各种矿物晶体形态万千、

绚丽无比。
除核心展馆外，部分矿晶宝石珍品在郴州

高新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柿竹园国家矿山
公园博物馆、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物馆等展馆
同时展出。

李秉钧 颜石敦

晶莹剔透的方解石、 荧光闪闪的夜明珠、
天地精气结晶的通天玉……5月18日， 第五届
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上，众多宝贝
在核心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闪亮登场，令观
者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郴州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中国
观赏石之城”“矿物晶体之都”。

矿博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在郴州举办
的第五届矿博会共吸引来自美国、加拿大等50
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展商参展。

跟随人流，记者来到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北
门口，刚进大厅，见许多参观者被一块与萤石
共生的方解石吸引，它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
禁不住感慨：“啊，好大一块漂亮宝贝！ ”

郴州收藏爱好者钟鑫告诉记者，这块萤石
是他去年从福建收购过来的， 长4.2米、 高3.5
米，重达18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与
萤石共生的方解石。

钟鑫说，这是他第3次参加矿博会，每次带
100多件宝贝参展，前2次共完成交易200多万
元。 这次交易额会更高，因为很多老顾客已提
前打电话向他订货。

“听说这届矿博会展品既有产自郴州本土
的通天玉、车轮矿，也有产自内蒙古的夜明珠、
广西的菱锰矿等稀世珍品，还有美国、法国、德
国等知名收藏家收藏的顶级自然金、 祖母绿、
碧玺等。 走，到馆内看宝贝去！ ”欣赏过门口的
方解石后，记者来到会展中心二楼展厅。

二楼展厅各展区人头攒动，大家围着自然
金、祖母绿、碧玺等拍照不停。一颗硕大的夜明

珠格外吸人眼球，它绿白相间，在荧光灯照耀
下璀璨夺目。

“1997年，我从内蒙古一个古老矿洞里挖
出了一个球形发光的萤石矿，后经国内多家权
威机构检测鉴定，它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 ”来
自台湾的庄志铭先生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这颗
夜明珠近6000克，现市值已超过10亿元。

漂亮宝贝看不完！ 二楼展厅左边宝玉石
展区，通天玉、墨石、青花玉、黄蜡石等琳琅满
目；右边矿晶展区，水晶、白钨矿、辉锑等，金
光闪闪。

步入临武县通天玉展区， 大家被《秋趣》
《花开富贵》等一件件精美的玉雕制品所吸引。
雕刻师周龙镇说，通天玉是我省目前发现的唯
一玉石品种，它是天地精气的结晶，新料用水
养过后更显天生丽质。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白培生 颜石敦 李
川）今天下午，在郴州市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湖
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招商推介会暨友好城
市签约仪式上，该市与湖南通天珠宝、 深圳市
圣德宝实业公司等签约重大项目21个， 总投
资达212.33亿元。

郴州是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是我省“十三五” 期间着力打造的
经济新增长极。 该市有色金属、 矿物晶体及宝

石等资源丰富， 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
馆”“中国观赏石之城”“矿物晶体之都”。 近年
来， 该市抢抓矿博会永久落户郴州的重要机
遇， 出台相关产业转型发展政策。 先后引进世
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建设了国
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 矿物宝石产业园、 南方
石墨提纯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有色金属、 旅
游文化、 精品会展和矿物宝石、 生态绿色、 石
墨及新材料五大重点产业稳步发展。 其中矿物

宝石产业， 去年实现产值近150亿元。 目前，
全市从事矿物晶体及玉石加工的矿物宝石企业
约200家， 相关从业人员约10万人。

在签约仪式上， 除了21个重大项目成功
签约外， 郴州市还与中能建控股集团、 中国
正信 （集团） 等5家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该市苏仙区与闻名世界的矿博会举办地
之一的法国圣玛丽市， 签订了友好城市意向
书。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我的一个朋友
为了多得利息， 辛辛苦苦积攒的几万元
都被骗了。 今天发给我们的这些资料很
有用，可以帮助大家不再受骗。 ”5月17日
上午，在宁远县禾亭镇集市，退休干部盘
昌明看了工作人员分发的宣传资料后

说，“这个活动搞得好”。
当天， 由省政府金融办、 省委宣传

部、永州市政府主办的防范非法集资“下
乡进村”宣传活动，在禾亭镇举行。 这次
活动的主题是“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
家园”，现场发放宣传资料6万余份，并发
送打击非法集资温馨提示短信15万条。

第五届矿博会在郴州开幕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曾琪） 湖南-罗马尼亚经贸推介
会17日在长沙举行， 罗马尼亚副总理兼
环境部长格拉切拉·加夫里列斯库率领
罗马尼亚代表团， 对罗马尼亚潜在的贸
易与投资机会进行了宣讲， 同时发布了
多项贸易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农业、
旅游等方面的项目合作信息， 邀请湖南
企业投资罗马尼亚。

作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罗马
尼亚积极响应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发
展倡议。 加夫里列斯库女士在参加完“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便率团访
问湖南，她表示，湖南是一个充满热情的
地方， 罗马尼亚政府愿大力推进与湖南

的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拓宽两地合作领
域，尤其是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清洁
能源、垃圾回收等方面，湖南和罗马尼亚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据介绍， 罗马尼亚是欧洲主要的粮
食生产国和出口国，素有“欧洲粮仓”美
誉，省商务厅副厅长周越称，罗马尼亚在
基础设施、农业、畜牧业、教育、医疗、旅
游等领域与湖南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据
统计，2016年，我省对罗马尼亚的进出口
总 额 为 2403.65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6.64%。

会后， 罗马尼亚经贸代表团参观了
远大住工和三诺生物， 考察了长沙高新
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聚焦第五届矿博会

矿博会为郴州带来无限商机
现场签约21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212亿多元

“矿”世珍宝入眼来

罗马尼亚邀请湘企前往投资

防范非法集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
在宁远举行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彭雅惠）
连续两天， 湖南展区都是第十届中国中
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简称“中博会”）主展
区的“热点”，6家参展的湖南企业正充分
展示着自主研发的6项“国内首创”智能
制造产品，“炫”了一把高科技，迎来万千
商机。

尽管湖南展区位于主展区东侧边
缘，湖南隐智科技有限公司的“小智”仍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只要有人坐到“小
智”对面摆下一粒围棋子，“小智”就欣欣
然对弈，思维敏捷，落子精准，直到“杀”
出输赢方才罢手。“这是国内第一台类人
围棋机器人， 填补了我国围棋机器人的
空白。 ”湖南隐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
长庚告诉记者，与著名的“阿尔法狗”只
是围棋智能程序不同，“小智” 由人工智
能程序、 电子棋盘和机器人三个部分组
成，电子棋盘感知落子坐标，人工智能程

序运算出落子位置， 然后通知机器人精
确落子，同时记录完整棋谱。“它兼容了
生活服务型机器人的互动性能和工业机
器人的精确度， 这是我国智能机器人领
域的一大技术突破。 ”

在320平方米湖南展区里， 蓝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工合成蓝宝石单晶体、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超级电容
电车、富士康科技集团长沙分公司的超高
清互联网电视、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
司的EF660高性能服务器、湖南乐泊科技
有限公司的可远程遥控的地磁车位诱导
系统等，都凭着“国内首创”的高新科技含
量赢来赞叹、订单和投资。

“本届中博会湖南展区展现了我省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新成果。 ”省
商务厅副厅长罗双锋说，不论“走出去”
还是“引进来”，“湖南智造”都将通过“开
放”实现发展壮大。

湖南高科技亮相中博会
我国第一台类人围棋机器人“首秀”湖南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