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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
桂）第一届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将
于6月5日至7日分别在长沙和益阳两地
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领创科技，未来已
来”，将聚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
术等领域产业发展， 促进以色列先进科
技与我省优势产业对接融合。 第一届湘
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新闻发布会今天

在长沙举行。
据介绍， 这次对接会将采取主题会

议、专场对接、专题路演相结合，通过大会
推介、对接洽谈、实地考察、商务交流等形
式，让湖南企业、金融机构与以色列企业
在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现代农
业等领域进行需求对接，促使一批合作项
目落地实施，推动长沙和益阳两地以色列

产业园区建设，为加强湘以之间的科技创
新、经贸对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 对接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进行，已邀请以色列企业77家，其
中医疗健康领域的企业50家、电子信息
领域企业15家、 清洁技术领域企业12
家， 此外还有3家以色列企业有待确认，
湖南企业确认参会的有109家。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第一届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
即将于下月举行， 湖南拟与以色列在
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现代
农业等领域进行深度对接， 这标志着
湘以科技经贸合作已经起步， 正大步
向前。5月28日， 组委会全面介绍了以
色列的先进科技以及湖南与以色列的
合作意向。

以色列，科技创新的“圣地”

以色列， 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的
国家，对于大部分湖南人来说，是个神
秘的小国。 但就在这个土地贫瘠的弹
丸之地上， 诞生了规模惊人的科技创
新产业， 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之
国。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球介绍，以
色列高科技行业主要聚集在通讯、生
命科学、IT及企业软件服务、半导体行
业等。此次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
湖南将重点对接医疗健康、电子信息、
清洁技术及现代农业4大领域。

中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庆玺介绍， 以色列医疗健康产业已经
是全球公认的行业创新引领者， 在该
行业拥有诸多世界著名企业， 例如全
球最大的生物制药企业之一Teva、世

界 知 名 的 外 骨 骼 系 统 制 造 商 Re-
WalkRobotics、 世界知名的胶囊内窥
镜生产商GivenImaging等。

中以交流中心副主任付西西介
绍，电子信息方面，从最基础最核心的
元器件和芯片的设计、 装配、 测试行
业，到半导体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消费
电子、安防、数字娱乐等广泛领域的技
术开发， 以色列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电子技术输出国之一； 在清洁技
术方面， 全球前100名清洁技术公司
中， 来自以色列的清洁技术公司就有
19家；在现代农业方面，以色列凭借敢
于创新的精神，将沙漠变成了绿洲，在
旷野开辟了道路， 如今以色列80%的
新鲜农产品都用于出口。

让以 色 列 先 进 科 技 与
湖 南优势产业充分对接

“目前，我省与以色列的合作处于
尚待开发阶段。”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
球说，加强湖南与以色列经贸、科技交
流， 让以色列先进科技与湖南优势产
业充分对接融合， 有助于推动我省在
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等领域
产业的发展。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罗社
辉表示，此次对接会聚焦的医疗健康、
电子信息和清洁技术等产业， 既是湖

南湘江新区的优势产业领域， 也是以
色列在科技研发领域中的发展迅速、
知名度高的龙头产业， 希望通过深度
对接， 让新区企业引入更多的以色列
优势科技。

“益阳与以色列的友好交流得益
于伟大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
士。”益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欧春芳
介绍， 益阳人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任中
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曾向数千犹太人
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 使他们免遭纳
粹的杀害， 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2000年， 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先生

“国际正义人士”奖章。近年来益阳与
以色列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双方正合作打造湖南益阳中以科技创
新孵化园。

“医疗健康科技是合作的重点领
域，” 中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庆玺表示，作为活动承办方，公司目前已
收到直接报名的以色列企业114家，其
中生物医疗领域83家。此外，在生物医疗
领域， 目前确定签约的已有4个项目，均
为该领域的先进科技成果， 分别是BSP
项目， 其核心技术为缺血性心脏病的诊
断和监测提供高度可靠的解决方案；
Bestbrain项目，产品是针对阿尔茨海默
症一期患者的疗法；Nicast项目，为患者
伤口治疗提供个性化设计；Rmdy项目，
是一个移动数字化治疗平台。

第一届湘以科技
创新经贸对接会下月举行

将在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等领域深度合作

湘以合作迈开大步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汤琼 王霄琦）5月27日， 中国平安成立30周年之际，
启动总投入100亿元的村官、村医、村教“三村建设工
程”，面向全国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
教育扶贫。湖南平安13家专业公司齐聚一堂，在长沙
橘子洲开展公益主题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据悉，“三村建设工程”将充分调动平安集团和
旗下子公司优势资源及力量，发挥其金融、科技、医
疗、教育等专业能力，确保扶贫效率和精准度。“村
官”通过“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平安银行投入资

金支持扶贫项目， 贫困户加入项目实现增收；“村
医”通过科技赋能，提升硬件水平，做好村民健康管
理， 减少村民因病致贫、 返贫情况；“村教” 通过
“4+1”综合教育帮扶行动，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水平，助力教学水平提升和师资能力建设。

中国平安1992年入湘开展保险业务。迄今，平
安旗下主要子公司均已进入湖南市场。目前，平安总
公司员工达180万人，资产达到6.49万亿元，业务涉
及保险、银行、证券、投资等。平安近年的利润年化平
均增速是29%，税收贡献的年化增长速度是32%。

开启百亿“三村建设工程”
中国平安助力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魏宏齐）今日上午，黔张常铁路黄家台隧道顺利贯
通，标志着全线第100座隧道贯通，为2019年末全
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家台隧道位于张家界市桑植县境内， 全长
6490米，为双线隧道，最大埋深710米，是黔张常铁
路全线的重难点工程。隧道下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环保要求较高。

黔张常铁路是渝长厦快速铁路的一部分，全线
桥隧比高达78.1%，共有桥梁196座、隧道100座。项
目于2014年12月开工建设，起于重庆市黔江区，经
张家界市， 止于常德市。 总长339公里， 设计时速
200公里，为客货共线的国铁Ⅰ级双线电气化快速
铁路。建成通车后，预计从重庆到长沙仅需4小时，
相比现有铁路走向耗时大幅缩短。

该工程由中铁十一局施工。

黔张常铁路黄家台隧道贯通
为2019年末全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陈婷）2018中国
企业智能营销创新峰会今天在长沙举行， 峰会现场
发布了湖南地区百度商业品牌榜， 湖南区域热搜品
牌火宫殿、长康实业等企业分别获得湖南传统餐饮、
家用粮油等领域的“2018百度商业品牌之星”奖项。

据介绍，百度指数依托百度的搜索及智能分
发数据，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全面
准确地描述全网消费者对于行业、品牌、产品的
需求及关注趋势。此次活动由百度主办、湖南省
广告协会协办、湖南竞网集团承办。

湖南地区百度商业品牌榜发布
火宫殿等上榜“2018百度商业品牌之星”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记者 刘永涛）近日，湖
南股权交易所与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加强金融工具创新协同，推动我省
涉农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 打造融资发展新通
道，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今年4月，我省出台深入推进农业“百千万”工
程促进产业兴旺的意见，加强优质涉农产业和企业
的孵化培育，推动其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到2020
年， 推动100家优质涉农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
在湖南股交所挂牌，20家涉农企业在主板、 中小

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实现上市（挂牌）。
作为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的主体，湖南股

交所携手省农行，将充分利用区域股权市场的平台
和省农行的网点优势， 在支持培育优质涉农企业、
推进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服务、实现客户资源共享等
领域展开合作，通过股改挂牌及“挂牌贷”、银行贷
款、产业投资、投贷联动等方式，帮助优质涉农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规范发展，并挑选优质涉
农企业进入上市后备库，推动其走向高层次资本市
场。

湖南股权交易所携手农行省分行

打造涉农企业融资发展新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