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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孟姣
燕）历时3天的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
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吉首落下帷幕。
据组委会介绍， 本届旅博会共吸引881
家旅游机构参展，累计接待参观者30多

万人次，现场交易额2700多万元。
本次旅博会以“锦绣潇湘 神秘

湘西” 为主题， 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
米，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推出了众多
创新之举，成为全省旅游业深化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务实举措。

创意布局的特装展示区，14个市
州秀美的自然风景、浓郁的民俗风情、
琳琅满目的旅游商品等都精彩呈现。
首次开辟的旅游装备展示区， 在给观
众带来体验的同时， 也展示出湖南旅

游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旅游扶贫
展示区， 全面展示了湖南旅游扶贫取
得的重大成果，吸引参观者驻足。

展会期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招商引资202.6亿元，其中，文旅项
目9个，总额124亿元。这批项目为自
治州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支
撑，将在自治州发展全域旅游、助推精
准扶贫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据统计，本届旅博会依托湖南日
报、新湖南客户端等100多家媒体宣

传报道，发稿量超过5000条，传播影
响力覆盖湖南，直达全国。

本届旅博会评选出湖南旅游商品
大赛金奖10个、银奖20个、铜奖30个，
并评出优秀组织奖和最佳展位奖。

湖南省旅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
献春说，本届旅博会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人气很旺。要认真总结这次旅
博会的有益经验， 既要面向业界开
放，更要面向公众开放，将旅博会办
成大众的“嘉年华”。还要注重与国际
接轨， 紧跟当前全域旅游发展新形
势，把湖南旅博会打造成具有国内外
影响力的知名旅游展会，使之成为湖
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王曦 苏莉 于振宇

9月19日、20日， 中央电视台播
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第
一集《圆梦工程》、 第二集《创新活
力》。纪录片中，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
力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连日来，社会各界纷
纷热议，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托起
国家的富强梦、人民的幸福梦。大家
纷纷表示，5年的巨变， 我们目睹，我
们亲历，我们见证：辉煌中国一幅正
在生成的画卷，正展现出如霞光般的
美好灿烂。

中国工程让世界奔跑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第

一集《圆梦工程》展示了中国5年的工
程建设速度，中国桥、中国路正打通
着西部大山里的经济血脉，让地处偏
远山区百姓一样感受到美好。当《圆
梦工程》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矮寨特大悬索桥
视察的身影， 总书记边走边称赞时，
从小在自治州吉首市长大的长沙黄
花机场民警彭博抑制不住激动，因为
矮寨特大悬索桥圆了彭博少年的梦。
上高中时他在花垣县，从吉首出发沿
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个多小时
的车程才到， 每次母亲来看望他，彭
博就特别担心，如果遇到冬天下雪结

冰，彭博就会揪心等待，生怕母亲遭
遇不测。当时他就想，要是能在矮寨
架一座桥该多好。2012年，已在长沙
上班的彭博接到母亲的电话，告诉他
矮寨大桥通车了！今年，自治州成立
60周年，喜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彭博说要为这样伟大的时代讴歌、赞
叹。

让世界随着中国速度奔跑起来，
中国车正在给中国以及世界换装新
引擎。纪录片中，当看着一辆辆飞啸
而过的动车组，驰骋在美丽中国壮阔
的土地上，当看到中国车成为一道亮
丽风景在国外运行时，中车株机公司
的国际产品销售专员楼静兴奋了许
久。楼静就是为中国车插上“海外翅
膀”的一员，作为一名80后，她有幸参
与了公司东南亚、非洲、欧洲、中东地
区等多个海外市场开拓工作，见证了
中国智造走向世界一个个令人难忘
的瞬间。2010年， 楼静清楚记得公司
拿到了马来西亚订单，也是第一个窄
轨项目。为了达到要求，公司核心研
发力量连续奋战428个日夜， 为客户
量身打造的米轨动车组，让中国车飞
驰在了美丽的马来西亚大地上。楼静
说，如今，每当有中车株机生产的动
车奔跑在他国，她都激情满怀，想大
声告诉世界，看，它来自中国，来自湖
南，来自株洲！

国家电网邵东县供电公司职员
谭家伟成长在电力行业家庭，电工是
为世界带来光明的人，这就是谭家伟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如同纪录片展示

的一样：特高压电网，全球能源互联
网，智能电网，现在都已经成为中国
的名片， 引领世界电力行业发展，也
为照亮着中国最偏远的山村，接过了
父辈的旗帜， 成为一名电力工人，谭
家伟深感自豪！

科技创新照亮中国前行
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网购……纪

录片第二集《创新活力》记录了中国百
姓如今每天的日常生活。 科技创新点
亮百姓生活，也照亮引领中国前行。

纪录片中，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惊讶于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移动支
付迅速改变了网上零售交易，中国人
正成为世界消费市场上的主力军。

“加拿大的新鲜龙虾， 澳大利亚的新
鲜牛奶。”28岁的年轻妈妈胡佳丽每
月的跨境购物达到了千元之多，胡佳
丽说，7天就能吃到来自加拿大的新
鲜龙虾，这放在2年前不可能实现，而
现在就是事实。现在农产品电商异军
突起， 展示了祖国各地的丰富物产，
今年，胡佳丽就通过网上购买了新疆
葡萄、陕西板栗红薯、天津特产糕点、
还有湖南本地的炎陵黄桃，产品质量
都有很好的保证， 而且物美价廉，物
流快速，一网打尽天下美食，胡佳丽
说，幸福指数满满。

C919翱翔天际， 歼20隐
形战机亮相朱日和 ，“蛟龙
号”驶向深海，“天眼”环视着
宇宙……这一项项国之重器
闪亮在眼前，令中国铁建重工

集团总经理程永亮为之感叹，为之赞
服。 程永亮说这是个有梦的时代，这
是个梦想能够实现的时代。作为我国
从事盾构国产化研究的第一代，程永
亮八年磨一剑，终于在长沙做出了国
产第一台盾构，创造了中国盾构的湖
南速度，如今他公司生产的盾构装备
已经连续四年占据国产市场的“半壁
江山”， 沿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足
迹，国之重器已经出口俄罗斯、伊朗
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中国盾构装备
走向世界的跨越。用“国之重器”掘通
幸福之路，程永亮说，他的团队已经
准备好了。

拥有发明专利5000余件，被誉为
“中国专利第一人”的妙盛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邱则有同样深有感触地
说，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终体现在科
技创新，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
才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我们就处
在这个视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时
代。近日，工信部公布确定的2017年
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
目名单中， 妙盛动力是获批为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仅有的7家示
范试点之一。邱则有憧憬，未来5年，妙
盛动力计划在全国建成500座能源
站，覆盖全国主要城市，为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聚焦2017湖南旅博会

2017湖南旅博会圆满闭幕
3天接待参观者30多万人次，现场交易额2700多万元

我们共同见证辉煌中国
———大型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在我省引发热议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余
蓉） 昨日上午，2017年发展中国家
粮食安全部长级研讨班在长沙开
班，并举办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
体系建设高级别论坛。 来自南苏
丹、巴西、埃及等14个国家和地区
的35名正副部级官员和部长代表
参加，袁隆平院士出席论坛并发表
讲话。

论坛围绕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
体系建设这一宏大命题， 从农业高
科技的推广和示范、 农业机械化和
农业信息化服务、 农业高端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等方面， 通过高端对话
分享智慧结晶， 为各国农业发展献
计献策。各嘉宾发表了“推动农业化

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机械现代化
和高科技体系建设” 等为主题的演
讲。

袁隆平院士指出， 要想真正实
现粮食安全，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
杂交水稻被公认为是促进世界粮食
安全的有力工具。最近几年，杂交水
稻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7.5吨，比常
规水稻高出1.3吨，在中国，种植杂
交水稻增产的粮食每年可以多养活
7000万人。而超级杂交水稻大规模
商业生产的产量达到每公顷10万
吨左右， 在试验田的最高产量达到
了每公顷18.2吨。 杂交水稻以其特
有的增产优势， 将为本世纪的世界
粮食安全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新趋势 新机遇 新对策
发展中国家齐聚长沙
探讨粮食安全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刘
勇） 记者今天从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农交会获悉，在该展会组织的“我为
家乡农产品代言”大型公益活动上，
湖南的华容芥菜、 宁乡花猪以及来
自怀化洪江的黔阳冰糖橙3个品牌
获得全国“2017百强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称号。
据了解，获选品牌涵盖粮食、油

料、蔬菜、果品、肉类、淡水产品、海
水产品、中药材等多类农产品，普遍
具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 影响力和
公信力， 此前均获得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登记或注册。

华容芥菜、宁乡花猪、黔阳冰糖橙
3个湖南农业品牌获全国“百强”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宋坚）今天，副省长向力力率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湘潭经济
技术开发区， 先后到桑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泰富重装集团项目建
设现场进行调研，并听取了“最忆韶
山冲” 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情
况汇报。

向力力一行首先来到桑顿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该公司近
期的企业发展布局、产品研发以及
该公司在建项目建设情况。 随后，
向力力一行又走访了泰富重装集
团， 观摩了该集团露天总装调试坪
和生产车间。

座谈会上，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泰富重装集团以及“最忆韶山
冲”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相关负责人
汇报了目前项目建设情况。向力力指
出，从总体上来说，项目建设有力、有
序、有效，起点、层次很高，令人振奋。
他强调，湘潭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项目建设
的督导，切实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的实际困难，确保在建项目平稳快速
推进，让企业安心在湘潭发展。他还
勉励各家企业，要加强对产品的创新
研发，注重产品生产质量，科学合理
安排产业发展布局，再接再厉，争做
行业标杆。

向力力赴湘潭调研省重点建设项目时指出
再接再厉，争做行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