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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在今
天启幕的上海宝马工程机械展现场，中联重科
宣布收购全球塔机领先制造商、欧洲塔机龙头
企业———德国威尔伯特100%股权， 并签署相
关战略协议。这是中联重科实施“走出去”海外
战略的又一“大手笔”，标志着其塔机业务高起
点踏入欧洲高端塔机市场，为最终推动企业塔
机业务覆盖全球迈开了关键一步。

德国威尔伯特有80余年发展历史， 是全
球领先的变幅式动臂塔机制造商以及欧洲排
名第三的塔机租赁商， 其生产的高端塔机欧

洲市场占有率第一。
作为国内最大的塔机制造商， 中联重科

生产了众多明星产品，先后创下“全球最大平
头塔机”“世界最长臂架” 两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 塔机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
第一。 目前正在建设全球第一条塔机和升降
机智能生产线。

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收购，符合
中联重科做强做优工程机械板块的发展战略。
与威尔伯特强强联合， 中联重科将吸收国际顶
尖品牌的经验及技术，快速实现自我提升；同时，

中联重科将依托威尔伯特丰富的业务资源，进
军欧美高端塔机市场。 威尔伯特可借助中联重
科强大的营销网络及资本优势， 迅速扩大销售
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双方还可利用各自的资
源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协同发展、合作双赢。

从2001年开始， 中联重科就开始了跨国
并购与国际化征程， 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
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 从英国保路捷到意大
利CIFA，从荷兰Raxtar到德国M-tec，中联重
科的跨国并购硕果累累。 此次收购将成为中
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又一精彩案例。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刘 洋
彭宁 记者 胡信松)湖南企业沿着“一带一
路”“走出去”又结硕果。11月23日，湖南建
工集团承建马来西亚关丹市6620地块综
合开发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正式签
约， 并与马来西亚和合建筑有限公司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马来西亚关丹6620地块综合开发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53163平方米， 工程总造
价约1.97亿元， 设计及施工任务包括桩基
础工程、主体工程以及其他基础配套设施，

计划工期36个月。
近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积极对接和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于2014年进入马
来西亚市场， 承接并成功实施碧桂园金海
湾P3地块第一标段项目，在马来西亚拥有
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友
文表示， 将组织最专业的管理团队来实施关
丹6620地块综合开发项目，确保高质量按期
交付业主使用。同时，集团将认真总结在马开
展业务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首次从进境邮件中
截获医用疫苗
长沙海关提醒通过国际

邮件运输疫苗风险极大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通讯员 陈伟 朱

海燕 记者 周月桂） 星沙海关近日从一日本
入境邮件中发现18盒莲见疫苗， 由于该批疫
苗无卫生检疫审批手续， 海关人员对其实施
截留处理。 莲见疫苗主要用于防范癌症的复
发及转移， 这是我省进境邮件中首次截获用
于预防或疾病治疗的医用疫苗。

海关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海关总署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 的要
求，疫苗属于特殊物品，邮寄、携带此类特殊
物品入境，应当在物品交运前向海关申请检
疫审批。 且海关人员与疫苗收件人联系时，
收件人无法提供医院有关证明或医生处方，
排除了其自用可能。海关将依法对该批疫苗
予以退运。

长沙海关提醒，疫苗的储存、运输条件均
有严格要求，通过国际邮件运输疫苗，达不到
冷链运输的低温保存要求， 可能会造成疫苗
失效甚至发生质量问题， 给被接种者的健康
带来极大风险；且未经检疫审批的疫苗，因其
来源不明、成分未知，潜在安全风险很高。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刘永涛）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马上就要面市了。
记者今天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12月5日至8日，湖南将开始第一批改革开
放4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12月28
日起， 成功预约的市民可前往中国银行营
业网点办理兑换。

此次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改革开放
40周年纪念币共7枚， 其中金质纪念币1
枚、 银质纪念币5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
枚，均是国家法定货币。

普通百姓更关注也最容易拿到手的是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这枚纪念币面额为10
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金属铜合金，
发行数量为1.8亿枚。

此外，金质纪念币面额100元，最大发
行量2万枚。15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面额50
元， 最大发行量4000枚；30克圆形银质纪

念币共有4枚，面额10元，最大发行量均为
4万枚。

根据央行公告，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在
湖南第一批发行230万枚，第二批发行190
万枚。 湖南地区由中国银行负责此次预约
发行工作，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市
民可按照约定的时间， 持在预约系统中登
记的有效身份证件， 前往约定的营业网点
办理预约兑换业务。

由于发行渠道不同， 如果公众想集齐
整套7枚纪念币，需要通过中国金币总公司
的经销渠道购买金银纪念币， 同时还要去
自己所在地区的指定银行预约兑换双色铜
合金纪念币。

省内收藏界人士表示，改革开放40周
年纪念币属于重大题材纪念币， 发行量相
对有限，升值潜力值得期待，想预约者需提
前做足功课。

中联重科收购全球塔机
领先制造商威尔伯特

高起点进入欧洲高端塔机市场，推动塔机业务覆盖全球

湘企“走出去”又结硕果
湖南建工集团中标马来西亚一综合开发项目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孟姣
燕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长沙恒大文
化旅游城主办的“红舞潇湘 礼赞中华”
首届红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11月25日在长沙落幕。 全省14支队伍经
过现场表演、 评委打分和观众投票等环
节，最终决出“金牡丹”奖2名，“金芙蓉”
奖2名，“金杜鹃”奖2名，人气奖1名，优胜

奖7名。
本次比赛10月20日启动，240支队伍

激烈角逐， 最终14支队伍杀入了决赛。芙
蓉艺术团、老小孩艺术团拿下“金牡丹”奖，
长沙英才艺术团、长沙金鹰艺术团获“金芙
蓉”奖，北辰艺术团和恒大雅苑舞蹈队夺得
“金杜鹃”奖，岳麓靳江社区艺术团二队收
获人气奖。

首届红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落幕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即将面市
12月5日至8日预约，每人限额20枚

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
11月27日，消费者在桂东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选购当地特色农产品。今年，该县深入

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助力脱贫攻坚。目前，电商服务已覆盖全县38个贫困村，累计帮助建
档立卡贫困户销售农产品1150余万元，贫困村民人均增收1286元。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村民844
人次，带动创业就业168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