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混凝土学院”
长沙站启动

围绕全球时下热门话题
“装配式建筑”展开讨论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金慧）今天，由上海英业展览有
限公司、英富曼会展集团主办的“亚洲混凝土学院”长沙
站，在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现场举办，邀请了混
凝土世界博览会特约顾问 Rick� Yelton、欧洲FIB标准化
委员会首席顾问 Dean� Frank出席演讲。

本次培训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混凝土建
筑施工”为主题，包含“混凝土建筑施工的发展与转变”
及“解析楼板施工、处理及修复”等，为现场学员普及和
传播混凝土建设行业的基础知识。 第二部分围绕全球
时下热门话题“装配式建筑”展开讨论。 伴随着我国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 国内市场装配式建筑模式将迎来新
的契机与发展，主办单位邀请Dean� Frank就“装配式
建筑施工的优点讨论”及“结构连接件在装配式建筑中
的正确运用”进行精彩演讲。

据了解，“亚洲混凝土学院” 是英富曼会展集团整
合全球混凝土行业相关资源创建的交流学习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中国市场是一个优质市场，未来工
程机械市场， 将从新机销售的竞争转变
到综合服务体系的竞争，体现到技术、服
务、租赁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 ”

5月16日， 记者在2019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上采访了日立建机（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晓明。他认为，怎
么去生产对应市场要求的机器， 同时做
好产品的生命周期一系列的服务， 与经
销商一起实现运营模式的转型， 对于工
程机械企业至关重要。

日立建机1970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以制造挖掘机起家， 目前是全球领先的
设备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
“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中
排名第四。程晓明介绍，日立建机此次在
展会上主要展出了混合动力挖掘机和破
碎锤管路式样机的代表机型。此外，在室
外416平方米的展示区域，日立建机展示
了最新的挖掘机技术和多功能应用，以
及目前日立建机独自研发的智能化综合
应对系统。

作为国际品牌， 日立建机希望对中
国市场的贡献不仅仅是提供产品、 技术

或者客户服务， 更重大的职责应该是为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 贡献独特的力
量， 如引进交流一些国外行业内比较成
熟的流通、租赁经验等。

在智能制造方面，程晓明介绍，日立建
机认为智能化应该建立在对客户效率提升
和安全保障之上。 这次在长沙展示的
ConSite系统通过人工智能、 传感器把大
数据连在一起， 能够帮助客户检测未来有
可能发生的故障， 将信息梳理后通过后台
对经销商给予支援，为客户提前介入修理，
比损坏后保修的成本将降低40%。

说到此次参会的感受，程晓明表示，
印象最深的是年轻观众非常多， 组织有
序，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周到，展会工
作踏实务实。“这就是湖南人非常务实的
一面吧。 ”程晓明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我们还在布展，产品就被订走了。”
5月16日，韩国现代重工集团（以下简称
“韩国现代”） 中国区厂家代理商朱淦喜
笑颜开地说。15日和16日两天内，韩国现
代“揽金”2000多万元。“来势很好，我们
有信心突破4000万元。 ”

作为第一批在中国落子的工程机械

外资企业， 韩国现代从上世纪90年代
起， 凭借较高的性价比和较低的维护成
本，“收割”了不少“粉丝”。 中国市场也
“霸占”了整个集团的70%左右份额。

朱淦主要负责湖南、江西、浙江3个
市场。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在韩国现代
销售数据“飘红”，但湖南市场的低迷让
他犯愁。“阴雨天气影响项目建设是一个
方面原因， 关键原因是湖南本土实力雄

厚的工程机械企业不胜枚举。 外企同行
在湖南竞争压力较大。 ”

这次参展，客户的热情给了他信心。他
们带过来的5.5吨级挖掘机被一抢而空。

该产品的“走红”朱淦并不意外。“我们
了解到， 目前湖南正如火如荼推进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而这款挖掘机身躯灵活、操
作简便，适用于农田改造、新农村建设。 ”

朱淦甚至敏锐地感知，湖南客户群体
将发生悄然变化。“以前我们合作的大多是
土方、石方等工程项目，以大型企业、公司
为主。现在，很多农民也参与到乡村建设中
来，他们或许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

朱淦表示，他们将抢抓乡村振兴大好时
机，积极拓展湖南市场。 在设计上将更贴近
农村农田建设需求，在价格设定上更亲民。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卢志理

5月15日，在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大
会上，一批企业、院校、金融机构牵手，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完善
人才链、资金链。 与会者认为，这一系列
“链式反应”， 将引发工程机械产业更好
更快的发展。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
提升价值链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方能提升价
值链。 省内多家工程机械企业在部署创新
链、完善人才链、配置资金链上下功夫。

15日的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大会上，
三一集团与6家单位签约4个项目。 三一云
谷相关负责人介绍，这4个项目，是三一在
工程机械检测服务、创新平台建设、智能技
术应用、产学研合作4个方面，链接外部资
源，优化产业链条，拓展发展空间。

如，联合湖南大学、湖南银杏可靠性
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搭建首个面向社
会的工程机械“检测服务平台”。 设立清
研先进制造研究院（湖南）有限公司，围
绕工程机械产业，搭建可供清华校友、清
华大学各工科院系、 清华各外派研究院
做产业转化的技术孵化平台。 携手北京
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 以数字液压为核
心技术， 对工程机械产品进行全数字化
升级改造，实现工程机械的自动化、智能

化和网络化。 与中南大学开展产学研合
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推进企业与高校
的全面技术合作。

省循环经济研究会与长沙市工程机
械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再制
造标准项目”上进行战略合作；湖南五新隧
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智能制造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服务战略合
作， 长沙天盾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沙树
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

省内多家工程机械企业“求才若渴”，
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等高职院校，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续
波介绍，近年来，该院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 每年为省内工程机
械企业输送900名以上的毕业生， 涵盖
工程机械的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售
后、维护保养等多个产业环节。 因为“用
得好、稳得住”，这些毕业生广受企业欢
迎。除了当天签约的星邦重工、三一汽车
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山河智能、铁建重工
都对该校抛出了“橄榄枝”。

推动工程机械产融合作。展会上，山
河智能、衡阳运输机械有限公司、湖南阳
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奥盛特重工
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获得了交通银行、太
平洋财险、中华联合保险、人保财险的支
持。

工程机械后市场，租赁业
抱团发展

工程机械租赁业是工程机械后市场
的重要一部分， 设备租赁需求也在不断
释放。 湖南省工程机械租赁服务行业协
会会长黎树林认为， 我国工程机械租赁
业处于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 其中较为
突出的问题是“量”的增长并未带来“质”
的飞跃。

具体来说， 欧美发达国家的工程机
械租赁率为80%， 我国为20%， 差距较
大。 租赁类型少，以实物租赁为主，金融
租赁很少；租赁企业规模小，95%以上都
是中小型企业， 而美国的工程机械租赁
公司中有10%是上市公司。

在15日的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大会
上， 湖南省工程机械租赁服务行业协会
与19个省、市的工程机械行业协会、商会
组成工程机械商协会租赁服务联盟，共
同签署《工程机械商协会租赁服务联盟
合作协议》，抱团发展。

有差距就有发展空间， 工程机械租
赁业如何走向成熟？专业人士认为，工程
机械租赁业需加强市场化， 建立信用体
系，提高企业素质，提升服务水平；利用

“互联网+”，搭建企业与客户、制造商和
租赁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平台， 让工程机
械租赁业快速步入良性轨道， 成为工程
机械产业链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话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总是单
刀直入、切中要害。 5月15日，凯斯纽荷
兰工业集团（以下简称“凯斯”）中国区
工程机械业务总经理陈霖在接受访问
时给人留下如此印象。

与陈霖的对话中， 记者能感知其服
务的凯斯公司带给他的感受：一丝不苟、
冷静缜密。

凯斯是美国的“百年老店”，历经177
年的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领域稳居“第
一方阵”。

对我国很多企业来说， 凯斯称得上
“神龙见首不见尾”。但这次，凯斯把近10
年来的中国首秀舞台选在了长沙。

“湖南很热情，长沙很热情。”这是陈

霖参会的第一印象。 无论是前期场馆搭
建时流程的顺畅， 还是展会首天签署
1500万元的采购协议，都让这个远道而
来的企业感到振奋和喜悦。

“高效、智能、节能，是工程机械产品
的‘硬核’。 ”陈霖开门见山，谈及此次参
展产品，如数家珍。他介绍，凯斯S系列滑
移装载机凭借小巧身躯， 经常灵活地穿
梭在一些复杂路面。还因为高效、专业的
特点，经常被用于移植绿植和清雪铲冰。

受追捧的凯斯C系列挖掘机被业内
称为“会思考的挖掘机”。 依托大数据采
集系统，用户可随时知道挖掘机“身处何
方”、耗费了多少油、“身体状况”好不好。

凯斯N系列挖掘装载机，以“节约”
著称。在全面升级液压系统后，不仅使得
挖掘、装载以及附件作业更加强劲有力，

而且大大减少液压系统的管路损失，有
人戏称其“不浪费每一滴油。 ”

高效、智能、节能这3点在甲烷动力
概念轮式装载机（“TETRA”）身上得到
了集中体现。

在1个月前，“TETRA”首次亮相在
德国慕尼黑举行的Bauma展。“从慕尼黑
到长沙， 很高兴能在这两个工程机械产
业高地分享我们的理念。 ”

目前， 中国市场在凯斯集团销售占
比约为6%。 份额虽不大，但凯斯对中国
市场寄予了厚望。“任何企业想在全球化
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 决不能忽视中国
市场。 ”陈霖说，受“一带一路”项目落地
等利好因素影响，未来5到10年，中国工
程机械市场还将高歌猛进。

陈霖透露，在参展的这几天时间，凯
斯将与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等企业保持
密切交流。“中国工程机械的民族品牌在
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耀眼， 我们希望能与
他们强强联手，实现合作共赢。 ”

“这次参展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美国JLG公司展出设备销售一空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曹娴）走进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E1展厅， 一眼就能看到美国捷尔杰有限公司（JLG）
展位上高耸的高空作业车。 现场摆放的1台直臂式、2台剪
叉式高空作业车，系着大红花，挂上了“已售”的牌子。

高空作业平台服务于各个行业高空作业、 设备安
装、检修等可移动性高空作业。美国捷尔杰有限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高空作业平台制造商，成立于1969年，以其
创始人John� L.� Grove的名字缩写命名。

捷尔杰公司亚洲区总监吴小路介绍， 高空作业在国
内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比如美国的高空作业平台保
有量60多万台，中国的保有量目前大概在10万台左右，这
块的发展空间很大，国内外品牌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机遇。
近4年来，国内高空作业平台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去年整
个行业增长超过50%，今年应该可以继续保持这个速度。

这届展会的主题是“智能化新一代工程机械”，智能
化手段也正在让高空作业变得更加安全、高效。 据介绍，
JLG的产品可以远程遥控，实现自动装卸，适应狭窄空间
等特殊环境；通过安装感应模块，对周边障碍、危险进行
感应、报警，同时让设备自动减速或停机；通过GPS追溯系
统监控机器运作，远程收集相关运行数据。

“这次参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吴小路说，由于设
备供不应求，除了展出设备销售一空，同时带来的其它
设备直接送进了客户的院子。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03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

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
︱︱2019

长
沙
国
际
工
程
机
械
展
览
会

工程机械，
期待“链式反应”发生

———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大会与会者的心声

“决不能忽视中国市场”
———访凯斯中国区工程机械业务总经理陈霖

“抢抓乡村振兴大好时机，
拓展湖南市场”

———访韩国现代重工中国区厂家代理商朱淦

未来市场是综合服务体系的竞争
———访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晓明

� � � �
� � � �
� � � � 5月16日， 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 来自美国的
凯斯工程机械展区吸引
了众多观众。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开放的盛会，
共进的乐章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观察之三
欧阳金雨

在央视《对话》访谈———“智能化新一代工程机械”
的节目录制现场，有两帧画面令人印象深刻：著名主持
人陈伟鸿让到场的三一总裁向文波、 柳工董事长曾光
安、中铁装备董事长谭顺辉、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香互
相评价一下他人的产品， 四人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诚恳
“互夸”；当讲到中铁装备、铁建重工“出身相仿”“业务
范围相似”时，谭顺辉和刘飞香不约而同地表示，“是竞
争让我们坐到了一起”。

一滴水，观沧海。在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现
场，每一件展品，每一笔交易，每一次握手，每一回开心的
交谈，都传递出这样的清晰信号：工程机械湘军以开阔的
胸襟拥抱世界，同样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走向世界。

这次展会是秀出工程机械产业发展成就与机遇的
“大窗口”。 “对话”现场，谭顺辉董事长讲了一则故事：
1997年为了建造秦岭隧道， 中国整整花了3.5亿元从德
国进口了一台盾构机。 设备出了问题，德国专家甚至从
走出家门那一刻便开始计算费用， 一小时的工资达到
800欧元。 时光荏苒，如今包括盾构机在内的我国工程
机械装备不仅迎头赶上，在很多领域还遥遥领先。

此时此刻，工程机械湘军更是身着盛装。 三一重工
的中国红、中联重科的极光绿、铁建重工的工程黄、山
河智能的山河绿如“彩云斗艳”，好不壮观。 如果说过去
是“有什么样的设备建什么样的工程”，眼下这场“大阅
兵”，让人们见识到了“有什么样的工程，就能在湖南找
到什么样的装备”。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在各大展区，琳琅满目的
产品、参展商的细心讲解、产品服务的抢先体验，令采购企
业纷纷表示“不虚此行”；在各大论坛，话题总是围绕挖掘、
铲土运输、起重等20大类领域“强链”，围绕零部件研发、生
产、供应“补链”，围绕周边的租赁业、金融服务业、再制造
业和会展业“延链”。湖南的工程机械在与世界同行的对话
交融中越来越自信、从容和坚定。

这次展会是促进世界工程机械产业共融发展的 “大
平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W4馆人潮涌动的国际展区，
国内、省内企业如饥似渴观察各国企业的优秀产品，洞晓
产业行业的技术前沿，引进先进可靠的管理经验。 有呼必
有应。 “对话”现场，日立建机和约翰迪尔给了现场四家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改善渠道建设”的中肯建议。 在现场
看，在现场谈，行业和区域合作务实有效，为国内工程机械
的创新发展、技术变革、管理优化带来启示、注入动能。

一个世界级的展会，带来的绝不只是单纯的“利我”。
中国是工程机械制造的“世界大工厂”，本次展会给了外国
企业了解中国同行的宝贵机会， 来自约翰迪尔的郎云表
示，近年来美国总部总是将徐工、三一、中联、柳工等作为
研究对象， 这次会展给了他们近距离接触中国同行的机
会。 同时，中国更是“世界大市场”。 为期4天“面对面”的相
聚、交流，将成为日后平等对话、贸易互信的便捷入口。

“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星光璀璨的演
播厅里，三一重工、铁建重工与柳工、中铁装备携手亮相，
设想未来共同建设“史诗级”超级工程川藏铁路的美好愿
景。而广结良缘的展会内外，共赴一场合作共赢的“湖南之
约”，共享一席开放融通的贸易盛宴，共谱一曲活力澎湃的
发展乐章———工程机械行业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