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向行军 ）今天上午，2018年“海外侨
胞故乡行———走进湖南” 活动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
香出席。

“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旨在通过省情
推介、经贸投资项目洽谈、企业考察、文化
交流等形式，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
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对
祖（籍）国的感情。 今年是省侨联第三次承
办该活动。 来自美国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150名海外嘉宾参加活动。

黄兰香指出，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
胞心系祖国、情系桑梓，为祖国的改革发

展和湖南各项建设事业， 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充分体现了心心相印、守望相
助、血浓于水的同胞深情。 当前中国，当
下湖南，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
衷心期待广大海外侨胞当好凝心聚力建
设新湖南、同圆共享中国梦、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使者。 省侨联要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 团结引导
更多海外侨胞建功立业新时代，同圆共享中
国梦。

30日上午，还举行了湖南省侨联海外侨
社团联谊总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
生了湖南省侨联海外侨社团联谊总会第三届
理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等。

� � � �湖南日报杜塞尔多夫10月30日电（记者
易禹琳）文化交流，旅游先行。 当地时间10月
29日下午，“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大
型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还未举行，“锦绣潇
湘”走进德国———湖南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率
先在杜塞尔多夫CCD会议中心奏响中德友
谊的乐曲， 锦绣潇湘多姿多彩的山水和文化
惊艳了德国友人。 双方举行了两项文化旅游
合作签约，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
红、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副总领事陶莉
莉、 中国驻法兰克福旅游办事处主任史翔等
现场见证签约。

潇湘之美，绝在山水，妙在人文。 湖南作
为全国唯一省份入选《孤独星球》 发布的
“2018年世界十大最物超所值的旅行目的
地”。 29日下午的湖南文化和旅游推介会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献春介绍， 长沙至法
兰克福直飞航线开通以来， 湖南与德国在文

化旅游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 去年湖南
接待德国游客4.8万人次，预计湖南前往德国
旅游人数超过6万人次。德国旅行商克里斯汀
娜·科赫亚斯以亲身经历把山水湖南、文化湖
南与美食湖南推荐给德国同胞， 杜塞尔多夫
旅游局局长奥利·弗里德里希致辞，英国布里
斯托旅游局局长约翰·赫斯特分享了与湖南
愉快的合作经历。LEVA�EU� (欧洲轻型电动
车协会) 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签署合作备
忘录， 德国Tour� Vital与中国国旅湖南公司
战略合作伙伴签约。

推介会前，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了“锦
绣潇湘” 走进德国———湖南徒步&骑行旅
游装备发展座谈会，并邀请参会的英国、德
国、荷兰和比利时当地知名旅行商、旅游投
资商和旅游装备制造商参加2019年中国
湖南(第十届)旅游产业博览会暨湖南国际
旅游装备展。

� � � � 湖南日报杜塞尔多夫10月30日电 （记者
易禹琳）当地时间29日下午，在德国杜塞尔多
夫市CCD会议中心，作为“文化中国·湖南文
化走进德国”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重头戏的“魅
力湖南”文化展启幕，巧妙蕴藏湖湘文化且小
而美的湖南文创产品大受欢迎， 每一件作品
都让德国市民爱不释手，啧啧惊叹。

在“魅力湖南”文化展上，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带来的20件文创产品虽陈列在展馆最深处，
却吸引着德国民众久久驻足。 霸得蛮、 耐得
烦、吃得苦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湘军士兵雕像
充当迎宾，让参观者会心一笑。 旁边是今年1
月出访了西班牙国际旅游交易会的“铜趣大
冒险”， 以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人面方鼎、
豕尊、象尊、牛尊、铜兕觥为原型，打造5个萌
酷的动漫形象。 它们化身手机壳、魔方、化妆
镜、冰箱贴、纸公仔、笔记本、玩具等一系列亲

子益智产品，呆萌的模样大受德国孩子欢迎，
观展的杜塞尔多夫市长托马斯·盖泽尔也对
产品创意赞赏有加。 一对德国夫妇看中了侗
锦时尚拼接图案的亚麻围巾，想要立刻入手，
可惜展品还要运回中国。 在汉堡大学学中文
的赖亚明非常好奇那取材自齐白石的花鸟如
何能变成湘绣？ 又是如何镶嵌在晶莹剔透的
镇尺里？

现场， 负责湖南文创产品展示的璩毅接
待了一拨又一拨德国观众，忙得不亦乐乎，笑
得合不拢嘴。 他没想到德国朋友这么喜欢，遗
憾的是展品带少了。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苏莉 李
传新）今天下午，由省政府主办，省科技厅、
省台办、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
下简称台湾电电公会） 共同承办的第十四
届湘台会“湘台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对接
会”在长沙举行。 副省长陈飞在会上致辞，
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主持。

陈飞在致辞中表示， 对接会既有技术
合作，更有体制机制的创新合作。将台湾的
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 资源优
势，与湖南产业发展的需求优势相结合，必
将推动湘台两地共同发展。 真诚希望通过
对接会，建立起湖南与台湾科技创新政策、
资源、项目、人才、平台的沟通之桥、友谊之

路、合作之道。
台湾电电公会副理事长郑富雄在致辞

中介绍了台湾电电公会的特色与优势，近
年来与湖南开展科技合作的具体举措和成
效，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合作对接会现场，12家单位进行了6
个项目签约，涉及食品加工、新材料、远程
医疗、休闲农业、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 其
中， 湖南省农科院与台湾电电公会合作成
立海峡两岸食品加工研究所， 将为湘台食
品加工领域的研究与合作搭建长期稳定的
平台。 岳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与台湾云林
金湖休闲农业生产区农业发展协会就园区
整体开发与产业发展开展全方位合作。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孟姣燕）
今天， 第二届军民融合新材料新工艺高峰
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陈飞、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国瑛、 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相里斌分别致辞，并为“蹇锡高
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南航天与中南大学先
进装备与新材料协同创新中心”2个机构揭
牌。

本届会议发布了《太空材料商业开发行
动路线图》。 目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已汇聚
十余家国内材料领域优势单位， 共同加入太
空材料商业开发计划， 未来将按照三步走规
划，完善太空材料商业开发模式，携手推动太

空材料产业发展。
会上，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40

多位院士、专家，以及国内新材料新工艺领
域的学者、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围绕先进半
导体材料、复合材料等前沿技术进展，以及
军民两用镁合金的发展、 航天关键材料及
产业转化前景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度分
享，助力新材料新工艺产业快速发展。

本次会议由国家外国专家局、 国家国
防科技工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中国航天基金会等联合指导， 湖南省人民
政府、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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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唐玉辉 康衡

“《实施意见》是一个富有创新突破的惠
台文件，一份充满发展红利的惠台礼物，更是
一封饱含湖南特色的湘台家书。 ”

10月30日上午， 在第十四届湘台经贸文
化交流合作会上， 省台办主任肖祥清向与会
嘉宾详细解读了最近发布的《关于深化湘台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

据介绍，今年国台办“31条惠台措施”发
布后， 湖南省台办和省发改委牵头组织全省
40多个相关部门单位，以“31条惠台措施”为
根本，立足湖南实际，出台了《关于深化湘台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本月16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名
义正式印发。《实施意见》创造性地提出了59
条惠台政策措施，被称为“升级版”的湖南惠
台措施。

“湘版59条惠台措施 ”突出
湖南特色

据介绍，《实施意见》 围绕湖南发展定位和
战略重点，集合湖南享有的开放政策，促进台胞

台企与湖南企业、居民同享优惠政策，让台胞台
企在湖南发展拥有与其他省市不同的独特优
势。尤其是向台湾同胞开放的产业基金、金融支
持、科技创新扶持、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的政策措施， 表明了让台湾同胞共享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积极态度。

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上，“湘版59条惠台措
施”既紧贴中央政策，又突出湖南特色，可操
作性强。 59条措施涉及全省40多个部门的职
能工作，有28条体现了湖南的特色和创新。

比如提升湘台经贸合作方面， 支持台资
企业参与制造强省12大重点产业和20个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建设； 在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
区内， 给予顶尖人才创新团队最高1亿元、杰
出人才创新团队最高3000万元的支持。

在深化交流合作方面， 支持台湾文化企业
进驻中国（长沙）马栏山文化创业园；支持湘台
两地合拍电影、电视剧；深化湘台媒体交流，在
节目制作、新媒体运用等方面开展合作。

释放政策红利， 为在湘台胞
台企带来更多获得感

“我们努力通过59条惠台措施，向大家释

放更多政策红利， 让广大在湘台胞台企在多
个领域享受同等待遇和优惠政策。 尤其是为
台湾同胞来湘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提供
与湖南居民同等待遇，给他们带来更多‘获得
感’。 ”

据介绍，《实施意见》 鼓励支持台湾科研
人员、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等各类人才来
湖南就业创业， 并可同等享受湖南各类人才
奖励与补贴政策。 例如，支持台资企业在湘创
办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等创业孵化平
台，同等享受政策支持；台湾专业人才可申请
参与我省“百人计划”；在湘台湾同胞可申报
我省基金项目和各类奖项； 有资质的台湾社
会力量可在湘创办医疗机构； 台湾教师在职
称评审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在台胞就学、就医、购房等方面也提出了
具体便利措施。 其中，常住我省台湾同胞子女
就学享有我省学生同等待遇； 台湾学生到我
省高校就读， 在招生录取等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落实来湘实习生补助相关政策；办理居住
证的台湾同胞可在我省办理机动车登记、申
领驾照、购买商品房、参加社会保险、缴存住
房公积金、享受同等就医待遇。

邹晨莹

几天前，有一“画面”让人很是提气：同一
天发售新品，华为店前门庭若市，苹果店前门
可罗雀，网友纷纷转发对比照片，发出“莫名
有点燃”的感慨。还有人翻出两年前的华为官
微截图， 调侃道 “励志为”———2016年8月19
日，华为官微称：“再给我们几年时间，到时候
你们出国的时候倒腾几部华为手机， 就能把
来回机票钱赚回来了。 ” 看看如今国内外售
价，华为似乎正在兑现它的“承诺”。

夏新、索爱、摩托罗拉等，那些年我们
用过的一串手机品牌，有的关停歇业，有的
公司销声匿迹。

通信行业 潮 起 潮 落 ， 足 以 警 示 业
界———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重视
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经营创新、销售创
新、管理创新，一切因循守旧，都将是企业
的“天敌”。

在走过模仿、“山寨”的初期阶段后，国
产手机因为自主创新而炫丽。 华为坚持每

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到研发 ，靠
持续投入巨额资金，专注于通讯技术研发，
获得大量注册专利， 从而在芯片等核心技
术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前些年更是开始
向国外品牌收取授权费用。 小米公司则颠
覆传统销售模式而广受追捧， 其在营销方
面进行的创新，引得不少品牌纷纷效仿。

华为、小米等品牌成为“国货骄傲”的
背后，关键在于深耕主业的专注和努力。前
几年，热钱涌向虚拟经济，不少原本做实体
经济的往名字里头加“金融”“投资”“地产”
的字样，生怕赶不上“以钱生钱”的甜蜜陷
阱，却因为想赚快钱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时
间窗口”。

任正非接受采访时， 曾把虚拟经济比
作锄头， 把实体企业比作玉米，“不能说我
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 锄头一定
要种出玉米”。 经营企业的正道，其实就是
“种玉米”的人要“种好自己的田”，本本分
分做强主业，踏踏实实重视创新，不断追求
更高品质，持续引领新的需求。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于振宇）今
天，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省政府主办，
团省委、 省台办承办的第十四届湘台经贸文
化交流合作会———湘台青年创新创业专区活
动在长沙举行。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
兰香出席活动并讲话。

黄兰香对青年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她说，青年正如早晨初升的太阳，最有朝气、
最富活力、最具创造力。 创新创业最需要的就
是朝气与活力，最需要的就是激情与创意。 当
青年与创新创业拥抱在一起， 二者总能发生
强大的化学反应，总能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希

望两岸青年满怀敢为人先的壮志， 以百折不
挠的坚定信念、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开拓事
业的理想追求，投身创新创业大潮，绽放美丽
青春芳华。 希望两岸青年秉持协同共享的理
念，在创新的道路上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在
创业的征途中并肩打拼、共享喜悦。 希望两岸
青年共担民族大义，凝聚共识、增进共为，团
结奋斗、勇于担当，在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中贡献青春力量。

此次活动设置了“创新创业青年说”和
“青年创新创业成果展”， 展示了湘台两地青
年创新创业成果， 并签署了湘台青年创新创
业战略合作协议。

重创新强主业才是正道一份充满发展红利的惠台礼物
———省台办负责人解读 《关于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

“湘台会”湘台青年创新创业专区
活动举行

黄兰香出席并讲话

“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湖南”
活动启动

黄兰香出席启动仪式

锦绣潇湘走进德国
文化旅游两项签约

湖南小而美文创产品受欢迎

湘台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对接会
在长举行

6个项目签约，涉及食品加工、新材料等领域

太空材料商业开发行动路线图发布
第二届军民融合新材料新工艺高峰会议长沙召开

� � � � 湖南日报杜塞尔多夫10月30日电 （记者
易禹琳）“湘德益彰，携手同行”。 在这个最美
的深秋时节，湘江与莱茵河激情相约。 当地时
间10月29日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会议中心，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与德国伯
乐高级文理中学前校长司空佩岩共同敲响铜
铙，宣布“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活动
开幕。 杜塞尔多夫市市长托马斯·盖泽尔到场
祝贺并参观“魅力湖南”文化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蔡振红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湖南与德国都
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都凝聚着浓郁的人
文精神。 从造纸术发明人蔡伦到现代印刷术
创始人古滕贝格， 从中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
家王船山到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 从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两地涌现出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为
人类文化传播和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

献。 今天，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美丽的莱
茵河畔， 就是想更好地向德国友人展示湖南
文化，为促进湖南与德国、中国与德国的交流
合作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心灵的桥梁，为双
方带来更多合作、发展、共赢的机会。 中华海
外联谊会副会长谭天星、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
总领馆总领事冯海阳、 全德德中友协副主席
迪特·博宁、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大中华区负责
人符强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表示此次活
动将拉近两国两地的距离， 为今后两国人民
的相知相交、互利共赢搭建更多交流的平台。

开幕式上，中、德两国艺术家共同带来了
精彩的文艺表演。 湖南侗族的《酒歌》与德国
啤酒狂欢节舞曲同欢；湖南的二胡、琵琶、古
筝、 笛箫演奏家与德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共同
演绎《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 和贝多芬的
《月光》； 德国伯乐高级文理中学合唱团与出
生在湖南的歌唱家周浩共唱《乘着歌声的翅
膀》，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链接]

湖南与德国相隔万里的
往来与交流

100多年前，德国建筑学家柏石曼游历湖南，
用镜头记录了当时湖南的建筑、景观及民风民情，
这些照片成为湖南人了解历史的珍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
南与德国的交往日益深入，先后与黑森州、萨
尔州缔结了友好关系， 开通了长沙直飞法兰
克福、长沙直达杜伊斯堡和汉堡的湘欧快线。
目前， 德国已成为湖南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博世、大众、西门子、麦德龙、卓伯根等
优秀德企在湖南落地生根，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时代新材等湖南企业在德国投资设厂。

在推进国家发展中， 德国注重发挥文化优
势，大力发展文化与创意经济。 如柏林电影节、
慕尼黑啤酒节等文化品牌节日享誉世界。 鲁尔
老工业区成功转型为服务业中心和旅游目的
地，一批工业小镇、文旅小镇实现历史文化与旅
游的完美结合，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同德国一
样，近年来湖南的文化与创意产业突飞猛进，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广电湘军”“出版湘军”成全国
名片，长沙被评为“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东亚文
化之都”“中国文化出口基地”。

“湘德”益彰 莱茵河畔湘味浓

“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
活动开幕

� � � �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在德国杜塞尔多夫CCD会议中心举行。 秦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