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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这是一个引智、引技、引才的故事，这也
是一个产业提升、互利双赢的故事。在“一带
一路”大框架下，以色列正成为湖南产业对接
世界先进科技的突破口。

“领创科技，未来已来”，第一届湘以科
技创新经贸对接会6月5日至7日在长沙、益
阳两地举行，93家以色列企业、471
家中方企业与会。 湘以双方充分交
流、对接，催生了各种新机
遇、新商机。

创新的盛宴
6月6日，93家以色列

企业分别以生物医疗健
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为
主题在长沙举行了路演，
让湖南人第一次近距离感
受以色列这个科技创新

“高地”的魅力。
保罗将一个八爪鱼一

样的黑色头套戴在试验人
员头上， 头套连接的手机
屏幕上正在播放视频，在
观影过程中， 头套上的传
感器会实时监控试验人员的脑电
波，如果试验人员注意力涣散，清晰
明亮的屏幕就会暗下去， 声音也会
变小， 迫使试验人员重新集中注意
力。

“我的中文名是卜光宝，”瘦高的保罗是
以色列BestBrain公司首席执行官， 他展示的
是BestBrain公司基于神经反馈的一种大脑疗
法， 最普遍的应用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症一期
患者。

一直以来， 神经反馈疗法的治疗高度依
赖治疗师的素质和经验， 而BestBrain创造的
这种治疗方法， 可以无需依赖治疗师自动完
成分析治疗，在家庭、养老院、健身房等处就
可完成。保罗表示，希望产品更好地提高阿尔
茨海默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心脏预警机，可以为
心脏疾病的诊断和监测提供无创和可靠的解
决方案。” 以色列BSP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介绍了该企业核心技术HyperQ，该技术可为
缺血性心脏病的诊断和监测提供新颖、 非侵
入性和高度可靠的解决方案。目前，该技术已
获得13项国际专利， 还有4个专利在申请中。
安德鲁表示， 未来该技术产品将成为可穿戴
设备，应用到普通家庭。

在线购物的未来可以是什么样的？
“通过VR技术，网购将可以获得身临其境

的购物体验。”SoftPublisher公司创始人约坦
带来了一个TourVR平台，店主可以利用平台
轻松创建自己的VR应用程序， 为客户提供直
观的3D购物体验。

Cognimine公司创始人阿龙在路演中介
绍， 公司拥有成熟的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技
术，可实现大型卡车车队自动驾驶，目前该技
术主要运用于自动化露天采矿，可降低近15%

的运营成本。
现场， 以色列企业还带来了新型3D纳米

打印技术、视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水循环综
合服务、节水农业、家用沼气池等多个项目，
为人们展示了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体验和无限
可能。

闪光的商机
3天的会议，各种合作机会不断闪现。
6月5日， 以色列企业参观考察了部分湘

企。
在拓维信息公司， 以色列企业与拓维信

息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私人局域网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约定将进一步探讨合
作的可能性。

在华自科技公司，双方企业在3D打印、锂
电池新材料、 医疗体外诊断设备制造等方面
交换了意见， 并商定将项目合作推向实质进
展阶段。

在中联重科， 几家以色列企业纷纷提供

了各自的科研信息， 希望双方保持密
切沟通，推进合作。

6月6日， 在主题大会上，7个项目
成功签约， 其中， 以色列BSP、Best-
Brain、Nicast、Rmdy等4家公司与中
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签约， 开展
生物医疗领域的合作； 以色列IDE科
技、Fluence两家公司分别与株洲天桥
奥悦冰雪科技、湖南航天凯天环保签约，开展
冰雪领域科研、水处理等领域合作。

据介绍，与4家以色列企业签约的中以生
物，目前已在特拉维夫设立以色列总部，计划
近期内引入更多以色列科技项目和创新企业
落户湖南。

“如果能把以色列的核心医疗技术引到
长沙来落地，湖南就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成
为全国医疗科技聚集最高的地区。”中以生物
董事长黄庆玺表示。

航天凯天环保与以色列Fluence公司经
过多次沟通， 最终确定在益阳市实施污水处
理试点项目。“以色列在环保科技上有着领先
的技术，能为我们的厕所革命、美丽乡村建设
带来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航天凯天环保董
事长宋卫武说。

6月6日下午的撮合对接中， 共设洽谈桌
79桌，参与洽谈的以色列企业79人，参与洽谈
的中方企业有182家。据统计，下午总计洽谈
达249场，每家以色列企业与中方企业的撮合
洽谈平均为3.15场，最高达到11场。

通过洽谈， 双方相互建立联络沟通渠道
的145对， 同意进一步洽谈合作意向的63对，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有43个项目， 可谓硕果
累累。

有2家以色列企业在与三一重工洽谈后，
当天晚上便赶去三一重工进行考察， 商谈下

一步合作内容，其中便包括Cognimine公司的
智能自动卡车项目。

湖南中集环境在与以色列企业进行深度
洽谈后， 也将有2个环境治理项目落地实施。
爱尔眼科则对以色列ATI公司的一种非接触
式瞳孔扩张装置极为感兴趣。

6月7日上午， 以色列企业代表奔赴益阳
参加专场活动，中以（益阳）科技产业园正式
挂牌成立。产业园规划用地1400亩，希望在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现代农业、清洁技术、医疗
健康等产业领域加强与以方的合作。

双赢的聚会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以色列高度发

达的科技，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以色列驻中
国大使馆商务公使高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长沙的城市充满活力， 产业经济有着巨大的
潜力。

对于大部分湖南人来说， 以色列是个遥
远神秘的小国， 全国人口数量只比长沙多一
点，但就在这块弹丸之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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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中以交流中心主席
丹尼尔·罗斯说， 以色列人与湖南人一样，历
经千难万苦， 拥有不屈和创新的灵魂。 他介
绍，以色列人均科研成果可称得上全球第一；
已有多达10名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裔人获得诺
贝尔奖。

来自以色列Nextar公司的奥娜博士表
示，未来属于创新者，以色列与湖南应该携起
手来，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以色列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国家，
正成为湖南对接世界先进科技的突破口。”省
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一直以来，欧美的高
端技术对中国是封锁的，在“一带一路”大背
景下，对湖南乃至中国而言，以色列是对接世
界先进科技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以色列， 大量前沿的技术和
成果呆在高校实验室里， 故将热切
的目光投向中国市场。 而正在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湖南， 产业完备， 市场巨
大， 有着科技创新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技
术与市场的互补性， 使双
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有着巨
大的合作共赢空间。

“创新和开放是湖南
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
翼。”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
球表示， 湘以科技创新经
贸对接会， 将成为促进以
色列先进科技与我省优势
产业对接融合的重要平
台， 湖南与以色列的合作
刚刚起步， 未来还要继续
举办第二届、 第三届湘以
经贸对接会。

创新引领未来， 开放
推动崛起！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彭雅惠）地毯式
“扫街”，一层层爬楼……今天，湖南省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省级综合试点在长沙县安沙镇启
动， 普查员来到各个普查小区进行拉网式单位
清查，并逐一入户调查摸底。

全国经济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每
5年进行一次， 普查结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科
学决策、 评估修正各地GDP的重要依据。 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 我国
组织的首次大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性调

查， 普查对象为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 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基本情况、 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
营和服务活动、 能源消费、 研发活动、 信息化
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间点
为12月31日， 普查时期资料为2018年年度资
料。

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介绍，与前3次经济
普查相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在目的、基本原

则、普查方法、数据采集手段、组织方式和普查
内容上都有一定变化，“普查难度增加、 工作量
更大，要保障普查成功必须先进行综合试点。 ”

我省选择安沙镇作为省级综合试点地区，
目的是检测普查方案和配套软件的科学性、可
行性， 并全面检验普查机构完成调查任务应具
备的条件和能力。 该镇位于长沙县中北部，属于
城区和农村接合部，具有经济活跃度高、行业门
类齐全、企业主体复杂等特点。 目前，全镇注册
企业1111家，个体户4497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易裕厚 刘峥嵘

打着“回馈老客户、 免费出国游”
的幌子， 吸引人上钩， 到国外再以免
费体检的机会， 谎称受害人可能患癌
症等疾病， 从而实施诈骗。 记者今天
从株洲市公安局获悉， 该市公安局天
元分局近日侦破了全国首例利用海外
医疗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案件。 经初
步核实， 该案受害人达1731人， 涉案
金额6.5亿元。

免费体检为 “高患癌几率”
2017年10月18日， 受害人马某某

（女， 43岁， 株洲市人） 在株洲美之
源健康美容店老板陈某、 广州唯托国
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唯托
国际） 王某、 湖南金彩公司刘某某等
人引诱下， 随公司旅行团赴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某医院进行免费体检。 在某
医院接受“专家教授” 会诊时， “专
家教授” 称其可能会患肺癌、 乳腺癌，
而且患癌几率达到90%， 并向马某某
推荐可以预防癌症的治疗方案， 最终
马某某共花费医药费625000元。

回国后， 马某某对自己的病情产
生怀疑， 便将体验报告带至株洲市中
心医院和湘雅医院找专家进行会诊，
专家称其各项指标正常， 无癌症病征，
马某某怀疑自己被骗， 于2017年10月
25日向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报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11人
接警后， 株洲警方以株洲市公安

局天元分局为主侦单位， 成立专案组
进行侦办。 专案组以犯罪嫌疑人王某
为切入点， 顺线追踪， 发现了以唯托
国际总经理胡某 （女， 34岁， 吉首市
人） 为首， 在全国利用海外医疗虚构
病情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

2017年11月11日， 专案组派出5
个抓捕小组开展前期收网行动。 因嫌
疑人胡某在日本临时改变返程日期，
导致逃脱公安机关抓捕。 胡某得到消
息后逃至泰国曼谷。 今年4月25日，

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对胡某进行
公开通缉。 在公安机关强大的追捕压
力和政策感召下， 5月4日， 胡某在家
属陪同下从泰国曼谷入境长沙黄花机
场， 向株洲警方投案自首。

株洲警方介绍， 目前该案主要犯
罪嫌疑人胡某、 柳某某、 王某、 刘某
飞、 陈某都已到案。 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111人， 逮捕32人， 扣押涉案公司赃
款1600万元、 冻结782万元。 通过专
案组提取的书证、 物证和审讯的情况
初步核实， 该案涉及全国26个省的
112家代理商 （涉案人员254人）。 经
审计公司初步统计 ， 2016年 1月至
2017年10月期间的受害人达1731人，
诈骗金额达6.5亿元。

“免费出国游” 是幌子
侦查查明， 该犯罪集团实施诈骗

的过程， 包括出国前组织培训、 筛选
对象、 诱骗出境， 出国后进行医疗会
诊， 及回国后售后回访等。

其筛选对象重点针对有经济实力
和消费能力、 注重身体保养、 文化水
平低不能看懂听懂英文的人群。 唯托
公司员工、 代理商、 美容店向被骗对
象谎称为了回馈老客户， 提供一个免
费出国旅游的名额。 出国旅游住五星
级酒店， 一切都是免费， 以此获取客
户的信任。

引诱客户出国后， 将受害人带至
国外的著名医院参加免费体检。 体检
报告出来后， 安排无行医资质的人冒
充“专家教授” 会诊， 利用伪造的医
院体检报告， 谎称受害人可能患癌症
等疾病， 使受害人对自身身体状况产
生错误的危机意识， 被迫接受十几万
元至几百万元不等的治疗方案， 收到
的却是不明配方的廉价保健药物。

株洲警方表示， 该案是一起经过
精心组织策划， 针对女性、 以海外医
疗为幌子的特大诈骗案件。 犯罪分子
利用海外医疗行业的乱象实施诈骗，
犯罪手段高度隐秘、 具有极大欺骗性，
且涉及境内外、 涉及省市多、 受害人
员多， 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给25名“老赖”
开通失信彩铃

芙蓉法院现场执行兑现2.07亿元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钟建林）“盼了9年，终于等到这笔赔偿款，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谢谢。 ”昨天上午，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执行兑现会上，王红拿着56万元执行款，未语泪
先流。

2009年11月29日晚，王红丈夫在一场车祸中成
了植物人。 事发后，王红找肇事司机索赔医药费未
果。 了解王红的不幸遭遇，芙蓉法院执行局多次为
其胜诉权益奔波，终于追回赔偿款。

“今天现场执行兑现18个案子，共计2.07亿元，
是本院规模最大、金额最多的一次。 ”芙蓉区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刘自军介绍，今年以来，全院采取各种
措施攻克“执行难”，共夜晚行动171人次，搜查113
次，罚款16人次，司法拘留44人，移送公安刑事拘留
2人，执行结案1321件，执行完毕首执案件540件、恢
复执行案件177件。

会上，芙蓉区法院宣布，将执行重拳砸向1226
件信用卡案件，给首批25名失信被执行人开通失信
彩铃。

刘自军告知， 这批案件标的额共计1.4亿元，数
量大、金额多且执行难度大。 法院将凝聚执行工作
合力，让每一位被执行人都敬畏法律，力戒侥幸心
理。 与公安机关协作，采取监控措施，依法拘留一批
信用卡失信被执行人；通过在居住地张贴彩色照片
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开通失信彩铃、限制高消
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方式，发动全社会共
同监督失信被执行人， 全面压缩其工作和生活空
间，敦促其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王班勇）华菱湘钢供给客户上海外高桥造船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船用钢板，今天从湘潭
顺祥码头发出，这些钢板将被用于建造全球
吨位最大、储油量最大的FPSO船（浮式生产
储卸油船）H1468。

FPSO船相当于一个综合性大型海上石
油生产基地，船上就能实现油气分离、处理
含油污水、动力发电、供热、储存和运输原油
产品， 且集人员居住与生产指挥系统于一
体。

H1468是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为荷兰SBM� Offshore建造的一艘海上
“巨无霸”：船体总长333米、型宽60米、型深
32.8米、吃水深度25米；空船重量超过7万吨、
排水量46万吨；储油能力200万桶，日处理原
油能力10万至25万桶，是当前世界上吨位最
大、储油量最大的新型海上浮式生产储卸装
置。 船只所用钢板需要具备强韧性、耐腐蚀
性等，对钢板的生产工艺亦要求极高。

华菱湘钢供给H1468的2万吨钢板，目前
已经完成90%订单量的生产、发货。

� � � � 6月上旬 ,科
技创新“高地”以
色列与“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中的湖
南相遇，93家以色
列企业、471家中
方企业，发生了怎
样的故事———

� � � �株洲警方破获全国首例海外医疗诈骗案， 涉案
金额达6.5亿元———

戳破“海外医疗”骗局
探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我省在长沙县安沙镇启动省级综合试点

华菱湘钢助力建造海上“巨无霸”
为全球吨位最大、储油量最大的“海上石油工厂”供货

2万吨船用钢板

� � � 以色列企业
与湖南企业交流
对接。 通讯员 摄

以色列
企业在路演。

通讯员 摄

� � � 相关人员
对接洽谈中。
通讯员 摄

以 色 列
企业在路演。

通讯员 摄

� � � � 6月7日，长沙
市雨花区红星第
二小学首届书法
作品展在湖南省
图书馆举行，共展
出该校46名学生
的100余幅作品。
图为市民正在参
观书法展。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王晗
摄影报道

小学生书法展走进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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