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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纹石。

海蓝宝与云母、锡石共生。

福建出产的绿色萤石
与水晶围岩共生体。

通天玉—蝴蝶花。

李秉钧 唐浩瑜

世界最大的铋晶体———1.8 米高的七彩晶铋塔；世界最大的自然金，重 94.21 公斤；世界最大的橄榄陨铁（700 公斤）等重量级宝
贝，将首次在第七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亮相……

4 月 22 日上午，组委会在长沙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矿博会”以“神奇的矿
晶·七彩的铋”为主题。 这将成为第七届“矿博会”的亮点，让人格外期待，其神秘面纱将于 5 月 17 日至 5 月 21 日，在郴州国际会展
中心向世人揭开。

晶“铋”辉煌
——— 第七届“矿博会”5月 17日将在郴州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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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印度的鱼眼石球。
第七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矿博会吉祥物。

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 以矿物晶体品种
多、形态精美闻名于世。雄黄、雌黄晶体、辰砂晶
体、辉锑矿、铅锌矿、方解石晶体、萤石晶体等矿
物晶体品质属世界之最。

特别是郴州， 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
馆”“中国银都”“中国观赏石之城·矿物晶体之
都”“微晶石墨之乡”“中国温泉之城”，全市已
发现矿产 140 多种，其中钨、铋、锡、石墨、萤石
等保有储量居世界或全国前列。 全国近一半的
矿物晶体产自郴州， 微晶石墨储量占世界的
70%，白银年产量占全国的 40%，境内出产的通
天玉被列入国家级宝玉石名录， 是名副其实的
宝石王国、“金玉郴州”。

湖南省委、 省政府十分珍惜丰富独特的矿
物宝石资源，2015 年将第三届矿博会移师郴
州，把矿博会开在了矿井口，并永久落户郴州，
举全省之力将矿博会打造成为“对外宣传、招商
引资、产业发展、科普宣传”的综合交流平台，为
促推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新动能。

经过 6年的培育和发展， 矿博会办展规模
和展会影响力直追美国图森和德国慕尼黑矿物
宝石展，已发展为世界第三大、亚洲最大的矿物
宝石专业展会。特别是第六届矿博会，吸引了来
自全球 52 个国家和地区矿物宝石界人士的高
度关注与热情参与， 观展人数达 32万人次，交
易金额达 19.5亿元。 去年，郴州荣获“中国会展
之星优秀城市奖”，临武县宝玉石文化产业园被
确定为国家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矿晶之
都”的名片越叫越响、越擦越亮。

“矿博会这几年观展人流量，都远远超过了
美国图森和德国慕尼黑矿物宝石展， 其人气全
球第一。 ”矿博会郴州筹委会负责人表示，强大
的人气已成为郴州乃至湖南对外宣传的窗口、
招商推介的平台、产业发展的引擎、科普知识的
载体，为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亚洲最大的矿物宝石展———中国（湖南）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固定举办地郴州， 借助矿
博会这一平台，每年组织开展广泛的国际招商，
先后派出招商团队，赴法国圣玛丽矿物宝石展、
德国慕尼黑矿物宝石展、 美国图森矿博会学习
交流推介，吸引一大批国际知名展商参展，国际
参展企业每届保持在 600 家左右，国外展商占
参展商总数达到三成以上。

同时，每年举办一届矿博会，让郴州的国际
知名度、美誉度越来越高，既是郴州向世界打开
了一扇门， 也让世界因矿博会而更多地了解郴
州、走进郴州。

郴州市连续 4年承办矿博会， 众多国外政
要、商家年复一年密集光顾该市。 目前，郴州与
美国亚历山大州图森市、 南非金伯利市建立了
友好城市关系； 郴州苏仙区与法国圣玛丽市建
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七彩的铋，本届亮点多多
今年矿博会的主题为“神奇的矿晶·七彩的

铋”，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郴州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共同承办，中国地质博物馆、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 中国古生物化石保
护基金会、中国观赏石协会、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为支持单位。

如何向世人展示矿博会新的形象？ 矿博会
组委会规划设计了“1+3”展馆布局，即：以郴州
国际会展中心为核心展馆，郴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柿竹园国家矿山公
园博物馆（郴州矿晶博物馆）、郴州国际矿物宝
石中心博物馆为分展馆。 其中，核心展馆会展
中心展览面积 12 万平方米，共设 2800 个国际
标准展位，分为国际矿物晶体区、国宝级精品
矿物宝石展示区、精品珠宝玉石区、矿物化石
区、国内矿物晶体、观赏石区、工艺品区等七大
展示展销主题区。

目前所有的展位已全部预订，共有参展企
业 1000多家。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50多位专业
买家，国内博物馆 40 多家、协会 50 多个、采购
公司 100多家、 收藏家 1000 多位到第七届矿
博会进行采购。

此外，一批国际政要、驻华使节、国际专业
协会负责人受邀出席矿博会，坦桑尼亚驻华大
使、柬埔寨商务部部长、缅甸自然资源和环境
保护部部长、西语国家联盟主席，以及哥伦比
亚、巴西、秘鲁、智利等国驻广州总领事均有意
参加矿博会，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先生将
率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参加矿博会。 还有一大
批国际顶级矿物宝石藏品也将在展会上亮相。

为扩大影响力，第七届矿博会组委会深挖

矿博会丰富内涵，着力突出“铋”主题，因为铋是
郴州的优势矿种，保有储量和产量在全世界处
于绝对优势。 开幕式主场秀精品展将利用巨大
的铋晶体作为主展品，在展馆大门入口展现铋
元素，体现七彩的铋，形象、生动、直观地给观众
一种极具冲击的视觉感受。 同时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图文并茂，多管齐下，面向大众展示铋矿
的渊源历史、现在和未来，铋的成矿、开采、储
存，铋的特质、特性、结构及铋产品的应用，宣传
矿博会和郴州铋产业。

除了“1+3”展馆外，郴州继续打造“一街一
园”矿物宝石交易市场。“一街”是依托郴州体
育中心良好的区位条件（郴州国际会展中心正
对面），环绕郴州体育中心内侧，利用现有闲置
空房，与已建成的郴州国际矿物宝石中心博物
馆形成统一整体， 改扩建为 8000 多平方米的
国际矿物宝玉石街， 打造矿物宝石交易集聚
区，吸引国内外品牌商家长期驻郴展销、规模
经营，培育矿物宝石产业市场新的增长点。

“一园”是打造宝玉石文化产业园。 郴州市
临武县拥有丰富的宝玉石资源，独有国宝“香
花石”、“通天玉”已列入《石英质玉分类与定名》
国家标准，越来越受收藏界、玉雕界热情追捧。
借助“一街一园”形成“永不落幕的矿博会”效
应，推动郴州市乃至湖南矿物宝石产业的整体
发展，形成新的全国知名宝玉石集散中心。

本届矿博会还会开展继承与创新博物馆
专题研讨会、“矿晶之星”评选、矿晶拍卖会、“全
球矿晶摄影大赛”等活动；推出矿博会吉祥物
及其系列衍生品（公仔、车饰、抱枕、徽章、钥匙
扣等），全面、生动地展现矿博会的品牌形象。

“矿博会 +”，林邑商机无限
每年矿博会的举办， 给郴州带来了巨大的

人流量、消费量。 同时，郴州良好的人文环境、营
商环境、资源优势等，也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
客和商家。 矿博会在当地也延伸出了“矿博会 +
旅游”、“矿博会 +产业”、“矿博会 +物流”等等。

郴州是林中之城， 是一座天蓝地绿水净、
自然生态优良的绿色生态城市，具有丰富的森
林旅游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人文社会资源，既是
我国南岭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体功能区，又
是珠江、湘江、赣江的源头，生态优势明显。 该
市因此而成为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国
家级休闲城市、 国家节水城市和全国 50 大氧
吧城市等。 成功创建湖南省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示范城市， 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位居湖南省 13
个地级城市榜首。

当前，郴州正全面构筑以“一山一湖一泉”
为核心代表的“七山（莽山、八面山、熊峰山、五
盖山、通天山、天鹅山、齐云山）、一岭（苏仙
岭）、一带（西河风光带）、一湖（东江湖）、一泉
（九龙江热水温泉）、一丹霞”发展格局，打造出
既有山水林田湖草多种自然景观类型， 又具
“山奇、水秀、林幽、田美、水净、草绿、泉特”之
独特品质的旅游特色，旅游开发商机无限。

郴州还是湖南开放高地，是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城市、“十三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生产服

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的重点区域。去年，该市获评“中
国企业营商环境（地市级案例） 十佳城市”和
“中国发展营商环境奖”，城市创新竞争力进入
全国百强。

目前， 该市拥有 1个国家级高新区、1个综
合保税区、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 11 个省级
产业园区，园区海关、口岸、检验检疫、铁海联
运、国际快件中心、综合保税区等平台健全、功
能完备，是“无水港”城市，正在申报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区郴州片区和推进湘粤开放合作试验
区建设。 是湖南省重点打造的“新增长极”。

4年来，郴州借助矿博会平台，在资源型产
业链延长、品质提升、附加值提高、可持续发展
上实现了新突破，加快了有色金属、旅游文化、
精品会展和矿物宝石、生态绿色、石墨及新材
料五大产业转型提质。

他们将继续把矿物宝石产业发展，作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坚持高点定位、创新引领、集聚集约、
规范发展， 全面落实“矿物宝石产业发展 10
条”等优惠政策，推进宝石产业特色化、集聚
化、品牌化、国际化。

预计通过 5 至 10 年努力， 郴州宝石产业
将培育打造成资源特色突出、 市场定位鲜明、
产业品牌繁多、技术文化交融，集研发、设计、
生产、贸易、服务、展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

矿博盛会，人气全球第一

海蓝宝。
（本版图片均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陨石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