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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记者 金慧
黄婷婷）今天，长沙市人民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首届全球高端制造
业大会将于5月13日至16日在长沙举
办。 大会以“经济高质量，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将全面总结全球高端制
造业全流程、 全产业链的发展规律，

了解世界500强企业、 全球制造业
500强企业的产业布局与投资合作新
动向，为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平
台。

全球高端制造业大会由亚太总裁
协会发起并主办， 本届大会中国主办
方为长沙市人民政府，是2019中国（长

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重要活动
之一。

会议期间， 将发布全球高端制造
100强企业排行榜、 全球高端制造业长
沙宣言，并举办政府间区域性合作圆桌
会议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高端制
造业国际对接会等活动，来自6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财富》 世界500强、《福布
斯》全球2000强、全球高端制造业500
强等企业的领导人、国际知名专家学者
将出席会议。

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
表示，全球高端制造业大会在长沙召开，
将为长沙高端制造业创新、发展、合作的
国际化进程提供重要机遇， 必将对长沙
市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积极的
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黄婷婷
通讯员 章科

目前， 参展商数量达1150家，其
中包括23家“国际工程机械50强制造
商”，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开展时间为5月15日， 这距离
世界顶级工程机械展会德国“宝马
展”闭幕仅1个月，且北京工程机械展
也将在9月8日开展。在国际国内两大
同类大型展会之间，首次举行的中国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招展规
模、规格为何能创下喜人的成绩？

产业实力、市场前景是基础
中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大市

场。湖南是中国工程机械产业最具代
表性的集聚区。

组委会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体泽表
示，本次展会定位于打造全球工程机
械产品推广、信息发布平台，大多数
确定参展的企业，就是奔着广阔的发
展市场和巨大的商务拓展潜力而来
的。

位列2019全球工程机械前三强
的约翰迪尔与中国（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览会组委会签约参展时，约翰
迪尔中国区总经理郎云表示，公司对
这一展会非常期待，将借此展会进一
步明确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布局，“湖
南工程机械企业多、产品品种门类齐
全，相信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郎云

说。
根据协议，约翰迪尔将携最新的

挖掘机、装载机和发动机等明星产品
参展，参展面积达540平方米。

“目前，长沙工程机械全行业正
着力打造先进的工程机械研发基地，
湖南更是加快培育世界级的工程机
械产业集群，行业企业对这片市场的
政策支持、营商环境等有所期待。 ”王
体泽说， 省外企业看中商机积极参
展，本土企业更是热情高涨。

三一重工副总经理陈静告诉记
者，这次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
览会， 三一重工参展面积近1万平方
米，是公司参加国际国内同类型展会
面积最大的一次。“优秀的学生爱考
试，优秀的企业也希望能在展会平台
上一展风采；在自家门口，更应该毫
无保留地展出实力、树立形象。 ”陈静
说。

专业招商、精准对接是
“法宝”

杭州蓝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是
全球第一家能把电动挖掘机送入寻
常工地的企业，其提出的“用数台供
电车， 轮流为一台或数台挖掘机供
电”方案，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在行业内有后发优势
的企业，它最初对中国（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不感冒’， 认为距离
远、成本高，但是我们展会‘智能化新
一代工程机械’ 主题， 与其业务、产

品、市场定位关联性非常大。 ”王体泽
表示，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
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展会，招商工
作人员的专业知识、 从业背景很重
要， 如果对相关企业都有一定的了
解，招商工作将事半功倍。

经过多次沟通，杭州蓝力电动最
后确定了近200平方米的参展面积。

“如果能想企业之所想，明白其需
求、了解其痛点，展会又能提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企业参展基本上
是跑不掉了。”组委会招商负责人周娟
平说，精准对接也是中国（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招商招展的一大“法
宝”。

国内某生产挖掘机属具（铲斗、
破碎锤等挖掘机零部件） 的企业，此
前参加过不少工程机械展会，每次参
展形式都是静态展示产品。

“静态展示只能看到产品表面，看
不到性能和特点。 组委会针对企业这
个痛点，帮其协调免费提供几台主机，
让其产品有一个直观展演推广平台。 ”
组委会另一位招商负责人张飚也有同
感， 这个增值服务瞬间就转变了企业
参展犹豫不决的态度， 最终在展会确
定了300多平方米的参展面积。

招商招展更离不开真诚沟通、竭
力邀请。

王体泽介绍，如柳工集团，从对
接沟通到敲定参展， 前后历时半年，
最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其参展面
积有3300多平方米。

专业观众、 采购对接
增强吸引力

中联重科是全球各大工程机械展
会上的“明星”，公司副总裁郭学红阅
展无数， 他说：“举办展会就像开商店
一样，顾客多了才能赚钱；对于参展企
业来说，展会上目标客户的多少，是衡
量展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 ”

王体泽介绍， 为了邀请到数量多、
质量高的专业观众，展会组委会与中国
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等多个国家级
协会（商会）合作，将全球各地石油、化
工、电力、建筑施工等领域的工程机械
产业链上下游知名企业，邀请前来参会
观展并与参展商进行采购对接。

去年12月，展会组委会与印度租
赁协会签订了组团观展的合作框架
协议，与韩国、马来西亚等工程机械
行业协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主动邀
请了一批国际专业观众。

组委会还将举办数场新产品采
购对接大会、 二手设备交易大会等，
为展商客商搭建良好的沟通、 交流、
交易平台，这也极大增强了中国（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吸引力。

美国凯斯，此前没有在中国参加
过工程机械展会。中国（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首秀”参展面积就近
800平方米， 它看中的就是这个展会
可以作为其拓展中国市场的一个“前
沿阵地”。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4月22日，星期一的第一节课，
岳阳市岳阳楼区东升小学的同学
们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老师。 课堂
上，同学们收获惊喜不断：矿泉水
瓶现做的火箭模型、航天育种的科
普知识、 嫦娥三号着陆的珍贵视
频……临近“中国航天日”，2019
年中国航天大会分会场系列科普
活动在岳阳启动。航天专家们纷纷
走进校园，讲述中国航天的历程与
成就， 与小学生们面对面交流，激
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

“航天员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明亮的教室里，300多名同学齐坐
一堂，翘首以盼，期待航天科普传
播专家、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第一
任大队长申行运为他们解开谜题。
“选拔宇航员的条件是什么？”六年
级的刘亦言梦想当航天员，她第一
个举手提问。“当然是优中选优、好
中选好！”申行运举例解释说，比如
航天员降落地点在大海、沙漠或者
冰天雪地，就必须要有过硬的身体
素质才行。

而在另一间教室，探月的故事
正在“上演”。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
说，到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工
程开展实施，中国空间科学技术研

究院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揭
开月球的神秘面纱，为同学们详细
讲解月球构造，展现人类对月球的
探索过程。特别是现场播放的嫦娥
三号着陆视频， 让同学们大开眼
界。庞之浩介绍，目前，探月工程三
期预计采集2000克月球土壤运回
地球研究。“希望同学们能把航天
精神落实到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将来为探月工程和航天事业多
作贡献。 ”

走出课堂， 同学们跟着中国宇
航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田如森来
到太空种子种植基地， 见证航天育
种的奇妙之旅。 听完田爷爷讲授的
航天育种知识， 同学们纷纷挽起衣
袖、裤腿，将基地的番茄、南瓜、豆角
等太空幼苗移栽到花盆中， 带回家
里继续培育。

随着科普大讲堂的下课铃声
响起，2019年中国航天大会岳阳
分会场系列科普活动落下帷幕。当
天上午，“我的太空梦”第八届太空
画创作征集活动颁奖典礼暨画展
启动仪式在岳阳举行，中国宇航学
会项目处处长钱俊介绍，为了让更
多的青少年了解航天知识、树立太
空梦想，从4月底开始，精选的400
多幅优秀作品将在全国进行主题
展览。

� � � � 4月22日，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
参展商数量已达1150家，其中包括23家“国际工程机械50强制造商”———

是什么吸引了众多中外工程机械企业

首届全球高端制造业大会5月13日在长沙举办

“航天员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航天专家与岳阳学子面对面交流掠影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余蓉）“在航天领域的探索， 失败
并不可怕，不放弃才能成功。 ”“中
国航天发展历史告诉我们， 自力
更生、靠自己的都成了，而想要靠
别人的最后都靠不住”……4月22
日， 钱学森运载技术实验室高级
研究员李洪波走进长沙明德中
学， 为1000多名学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航天科普课。

李洪波长期从事太空安全领
域研究， 主笔撰写并发布了我国
首份《空间态势评估报告》。 讲座
现场， 她介绍了我国航天发展历

史成果、国际航空领域现状等。 同
时， 她通过讲述以钱学森为代表
的老一辈航天专家倾其一生的奋
斗精神， 鼓励同学们要有中国自
信、征服宇宙的昂扬斗志。 讲座结
束，同学们与李洪波进行了交流。

据介绍， 此次讲座是2019年
“中国航天日”科普教育活动。 4月
21日至25日，7位航天领域院士专
家分别走进明德中学、 周南中学、
长沙市一中、东升小学、砂子塘小
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7所学
校，展示航天成就，弘扬航天精神，
传播航天文化。

航天专家走进明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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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之都的光荣与梦想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