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今天，郴州市一站式选购矿
物宝石国际化街区———郴州矿物宝石商业
街举行了开街仪式，正式对外营业，并全年
不打烊，打造“永不落幕的矿博会”。

据了解， 郴州矿物宝石商业街集展
览、展销、旅游、科普教育等于一体，主要
设有临武通天玉器城、国际矿晶馆、奇石

馆、翡翠、和田玉馆、古玩文化一条街等
展区。 荩荩（下转2版⑤）

打造“永不落幕的矿博会”
郴州一站式选购矿物宝石国际化街区开业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孙振华

接近北极圈的永久冻土带， 三一重工的
旋挖钻机经受住了零下60摄氏度的极寒气候
考验；炎热干燥的卡塔尔，中联重科的塔机正
在为世界最大的膜结构建筑解决中重型钢结
构安装难题；莫斯科地铁工地，铁建重工的大
型盾构机如“钻地巨龙”般加速掘进……

如果把每一台湖南造的工程机械标注为
一个红点， 打开世界地图，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会被数万个红点点亮。

这是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工程机械
湘军：中联重科，开启行业并购国外产业“巨
头”先河，已在海外拥有9个工业园；三一重
工，海外销售连续6年超过百亿元，出口规模
稳居行业第一；山河智能，桩工机械和挖掘机

械走进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在中国争地位，要为中国争地位。”中

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的这句名言， 已成为工
程机械湘军的共同心声。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20多年发展之路，也
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国际化之路， 一批湘企大
踏步走出去，在世界产业之林占据重要一席，
并朝着世界级产业集群铿锵前行！

并购“大戏”轮番上演，惊艳全球
今年4月8日至14日，在全球工程机械展览

盛会———2019年德国慕尼黑工程机械展上，来
自湖南的1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大放异彩。

中联重科携6大类近43款产品参展，其中
70%以上为其欧洲本地化企业制造， 产品性
能、 技术创新及外观造型均遵循欧洲市场需

求，斩获近7亿元订单。
而在15年前， 中联重科第一次参加慕尼

黑工程机械展。 万里迢迢运到德国的几台设
备，与国际大牌产品比“相形见绌”，一台都没
有卖出去，最后只好原封不动拉回长沙。

今天，“Zoomlion”（中联英文名） 已成为
一头名副其实的“呼啸的狮子”，15年前的旧
事不再是苦涩的回忆， 而成为了一次成长的
磨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工程机械行
业全球并购大门洞开。 湖南企业敏锐地把握
机遇，抢得先机。

2008年9月， 继成功收购英国保路捷之
后，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这是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走出去的首次大规模并购。

荩荩（下转4版）

� � �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在迈向国际化征程中，
湖南工程机械企业奋勇争先，从产品出口到投资建厂，从建立研发基地到创办
产业园区，工程机械湘军长袖善舞，中国制造品牌也因此更加熠熠生辉———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工程机械之都”是这样炼成的（下）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通讯员 湘兴 ）
5月6日至12日，省委副书记乌兰率代表团
访问韩国、泰国，与韩国国际交流联盟、新
村运动中央会等机构以及韩国京畿道、庆
尚北道、 泰国春武里府等地方政府负责人
举行会谈， 就深入推动湖南与两国有关方
面的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达成共识。期间，

乌兰还出席了省级友城意向签约、 国际赛
事合作签约等经贸文化活动。

在韩国期间，乌兰分别会见了韩国庆尚北
道知事李喆雨、京畿道副知事李花顺、清道郡
郡守李承律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还与韩国国际
交流联盟委员长李光宰、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
会长郑成宪等举行了会谈。 荩荩（下转2版④）

乌兰率代表团访问韩国泰国
深化友好交往 推动务实合作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下午，全省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最坚决的
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全面推进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问题整改、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和“2019年夏季攻势”，确保污
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省委常委、 省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建辉主
持会议。 副省长陈文浩就相关工作作具体安
排。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切实担负“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政治
责任。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不要带污染
的GDP， 把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生态强
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整治生态环境问
题，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狠劲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以系统思维抓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治理，让绿水青山成为湖南的亮丽名片。要牢
牢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加大治污、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和监管执法力度，严把标准、严格治污、
严守红线，严格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
生态保护红线。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陈昂昂 ）
5月13日至14日，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省
政协调研组赴衡阳市，围绕“推进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
业融合发展”课题展开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 秘书长卿渐伟
参加调研。

“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 是省政

协2019年重点调研课题。李微微、赖明勇、
胡旭晟、彭国甫、贺安杰、袁新华等省政协
领导分为多个调研组，分赴郴州、永州、衡
阳、邵阳、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
地实地调研， 探求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为加快推进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向省委、省
政府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荩荩（下转2版③）

许达哲在全省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动真碰硬 狠抓落实 确保污染防治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李微微在衡阳调研时指出
帮助企业打通对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苏莉 于
振宇 通讯员 肖媛） 今天上午，2019海峡
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长沙
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
主席、 叶圣陶研究会会长蔡达峰出席并讲
话，他期待通过这次研讨，促进两岸出版业
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国
际化”、华文出版“走出去”。

海峡两岸民意交流基金会董事长饶颖
奇,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致
辞。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主持开幕式。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出席。

蔡达峰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主办方向与
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国民
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
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 始终以推动和
服务国家出版事业发展为己任， 叶圣陶先
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蔡达峰指出，快速

发展的互联网和数字化， 创造了丰富多样
的渠道， 产生了各种新的传播方式和运营
模式，形成了新的竞争业态，激发了出版业
的深刻变革。 华文出版如何迎接挑战和机
遇，如何更好地创新升级，这既是时代赋予
两岸出版界共同的使命，也是共同的课题，
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分享经验和看法，
深化交流与合作。

蔡达峰强调， 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和
语言，这是连接两岸人民之间情感、思想和
认同的精神纽带。 两岸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对增进两岸民众的思想感情、 增进两岸文
化认同具有独特作用。期待通过这次研讨，
大家都能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也希望
大家多提意见建议， 促进两岸出版界的共
同繁荣和发展， 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国际
化”、华文出版“走出去”。

荩荩（下转2版①）

2019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研讨会在长举行

蔡达峰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王卓伦
王晓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说， 欢迎帕夫洛普洛斯总统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希
腊是欧洲的文明古国， 你的到来对促进亚欧
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不同文明对话具有重要
意义。

习近平指出，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
族。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

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
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
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
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
现本土化， 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
战争。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多
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
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
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荩荩（下转12版）

习近平会谈会见多国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王卓伦 盖
博铭）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4日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欢迎出席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王沪宁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晚上的人民大会

堂，灯光璀璨。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
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热烈欢迎来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各位嘉宾。习近平强调，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 就是顺应亚洲合作发展大势和各国人民

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期待， 为不同文明共同发
展搭建一个交流互鉴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历史的
发展、社会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
的滋养和引领。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在
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亚洲多姿多彩的文明交相
辉映，为人类保存着最久远的文明记忆和波澜
壮阔的文明图谱。今天，亚洲不同文明在开放中
交流、在包容中互生、在创新中发展，亚洲文明
之花正在世界舞台上绚烂绽放。

习近平强调， 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不间
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坚持保护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说，明天，我们将举行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共赏多元文化之美、共谋文明交流互鉴
之道。让我们以本次大会为起点，同心同德，携
手共进，让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进行。 宾主亲
切交谈，共叙文明交流佳话，共祝世界和平繁
荣。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黄坤明、蔡奇、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
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己亥年四月十一
第25171号

2019年5月

星期三

今日12版

15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刘铮铮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这是习近平和
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合影。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 熊远帆）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
哲等省领导在长沙分别会见了来湘出席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国内外
商协会、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企业、
配套件500强企业负责人，国家有关部委、
央企、金融机构、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以及
23国驻华使馆官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 中国工程机
械学会原理事长郑慧强、 汤加王国驻华大
使陶阿伊卡·乌塔阿图、阿尔及利亚驻华大
使艾哈桑·布哈利法、 南苏丹驻华大使约
翰·安德鲁加·杜库、 美国设备代理商协会
会长布莱恩·帕特里克·麦奎尔、 中国光大
国际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天义， 省领导胡
衡华、谢建辉、张剑飞、何报翔等分别参加
会见。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大家到来
表示欢迎， 感谢各方长期以来给予湖南工
程机械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湖南是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重要省份之一。 举办一

个国际级工程机械展会， 让全球工程机械
翘楚云集星城、各显身手，是我们长久以来
的夙愿。我们将当好东道主，认真学习德国
宝马展等国际知名展会的成功经验， 高起
点、高标准办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为全
球工程机械行业加强合作、深化友谊、互学
互鉴积极搭建良好平台， 共同推动工程机
械加快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同
时希望以此次展会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湖
南与国内外工程机械制造商、经销商、行业
协会、金融机构等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更好地促进
湖南会展经济和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嘉宾们表示，举办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既离不开湖南便利的交通区位、
良好的产业基础，更离不开湖南省委、省
政府对工程机械产业的高度重视。 相信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必将成长为业
内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展会之一， 也期待
通过这一平台， 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工程
机械制造商、经销商、科研机构等紧密合
作、携手共进。祝愿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
览会越办越好。

杜家毫许达哲等省领导会见出席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嘉宾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