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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是湖南举办的首届国际工程机械展览
会。在“家门口”办展，湖南数百家工程
机械企业激情四溢，不仅积极参与，而
且纷纷拿出“看家本领”，“点燃”主场
激情、尽显主场优势。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家
门口”的这一次国际级展会，集聚了全
球工程机械翘楚， 在展现最新智造创
新成果的同时， 也是向世界同行展示
中国制造。

“家门口”办展，全系列
产品参展尽显“智”造实力

从北登录厅进入场馆， 率先来到
S1室外展区，一根根凌空伸展的起重
机臂架，仿佛一根根“天线”，从地面直
接天空。

放眼望去，中联重科的极光绿、山
河智能的山河绿、铁建重工的工程黄，
色彩鲜明，尤为醒目。

湖南工程机械企业“主场作战”，
拿出了“看家本领”。

“展王”三一集团以68台智能化
工程机械装备亮相， 包括“省油王”
SY315C挖掘机，作业范围广的C10混
凝土泵车，实力强、颜值高的履带起重
机SCC3500和国内首款互联网商用
重型卡车等。

S2展区的三一矿用自卸车，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 轮胎就有两
人高。“从沈阳运来， 路上卸掉了轮胎
和铲斗载在超低平板车上， 体型太过

高大，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要拆掉收
费站才能通行。”三一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 这个“巨无霸” 从沈阳到长沙，
2100多公里路程，整整走了9天。

三一设备的“大”度为人惊叹，中
联设备的“高”度令人称奇。中联重科
ZCC9800W型履带式起重机， 最大起
升高度180米，站在其“脚”下仰望，脖子
好一阵生疼。这个工程机械行业风电吊
装“新王者”，运进展馆时拆分的臂架装
了整整38台平板车。

本次展会， 中联重科携9大类共
66款全新产品参展， 涵盖了混凝土机
械、起重机械、桩工机械、土方机械、高
空作业机械、消防装备等。

2019年适逢山河智能成立20周年，
其以超强产品阵容，向全球观众展示公
司20年发展的先导式创新成果。

长沙工程机械“三驾马车”携“尖
货”新品参展，实力尽显；铁建重工、恒
天九五、星邦重工、响箭重工、慧盟重
工等企业的展品，亦夺人眼球，充分展
示出湖南工程机械行业“后起之秀”的
实力与魅力。

如高空作业领域“小巨人”星邦重
工，参展面积达600多平方米，为高空
作业领域展位面积最大、 产品型号最
全的展商。灵活“听话”的直臂式、曲臂
式高空作业平台， 成为观众百看不厌
的“网红”产品。

现场“爆单”，单个企业
单日销售最高超过15亿元

展会现场， 湖南工程机械设备赚
足了观众眼球；其“吸金”能力，更不同

凡响。
开幕式当天， 中联重科举办了土

方新品发布会，展品一“亮相”即被抢
购一空，现场签单、现场交付，销售额
上亿元；全新研制的高空作业平台，也
成为“香饽饽”，斩获订单3亿多元。

中联重科透露，开展首日，公司还
售出了多台建筑起重机、混凝土机械、
工业车辆产品， 全场累计销售额超过
15亿元。

酷炫的三一集团展台，人流涌动。
三一集团展区接待负责人告诉记者，
开展前两天，三一展台每天接待近3万
人次，一些比较火爆的展品资料，第一
天上午就发完了， 当天紧急补充相关
资料。

三一集团系列产品销售， 累计超
过10亿元， 售出的产品有混凝土机
械、挖掘机、压路机、起重机等，其中挖
掘机、起重机行情最为火爆。

山河智能5月16日晚举办了2019
年全球客户交流会， 交流会上客户集
中采购山河智能各类型设备， 总价值
达8.2亿， 其中单笔最大订单系100台
旋挖钻机。

恒天九五的销售业绩同样不俗。
来自印度、 新加坡等20多名客商，合
计购买了恒天九五30余台旋挖钻机、
20台静力压桩机与多功能钻机、80台
挖掘机、120多台水平定向钻机，金额
超2亿元。

线下签单还不够，线上销售也了不
起。展会期间，星邦重工线上商城人气
激增，仅其中一项砍价活动，展会首日
浏览量就超过3.3万次， 有7800余人参
加了砍价活动，创造销售额240余万元。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王晗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主题活动之一的建筑业
转型升级暨装配式建筑技术交
流会，今天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会议聚焦工程建筑行业科
技创新，探索行业发展方向及趋
势。

面对传统建筑业出现的种
种弊端和问题,创新建筑建造方
式，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迫在眉
睫。近年来，兼具工业化水平高、
建造速度快、施工质量佳、减少
污染和浪费等优点的装配式建
筑，成为实现绿色建造的有效途
径。

针对我国建筑能耗现状，中
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主任王有为
表示，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对建

筑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应该重
点关注装配式建筑与抗震技术
的融合，注重绿色建筑因地制宜
及绿色建筑与智慧城市发展相
结合。

数字建造是建筑行业升级
的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
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
企业应做好支撑技术研发，国家
层面应制定以数字建造为核心
的发展战略，助推中国从建造大
国走向建造强国。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荣全在演讲中提出，
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基于跨界
发展、产业协同、生态智能的
发展业态， 合作是主基调，创
新是生命线，智能化是核心竞
争力。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欧
阳倩）简陋平房、黄土飞扬，这是上世纪
90年代海外工程营地的模样； 花草围
绕、智能高端，这是大部分海外项目建
设者如今的住所。今天，200多家海外工
程建设单位齐聚长沙，以“彰显人文关
怀·提升中企形象”为议题，共同研讨海

外工程营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举措。
一个规划科学、 功能配套齐全的

海外工程营地，是企业品牌、管理水平
在国际上的彰显， 也是工程建设者们
海外温馨的家。研讨会上，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副会长于晓虹提出， 项目
营地建设行业要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必须以人文关怀为核心，提
升营地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北京诚栋
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营地
事业部副总经理齐建认为， 由于成本
低、建设周期短、重复使用率高，模块
化营地建设将成为未来趋势。

会议还展示了2018年“杰出营
地”项目。如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
目营地、 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改
扩建项目营地等。功能齐全、注重人文
关怀、文体活动场地设施充足、安全性
高，是这些代表营地的共同特点。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王晗）
昨天，由中国工程机械学会主办、长沙
理工大学承办的第七届工程机械与车
辆工程新进展国际学术会议在长沙举
行，来自国内外近300位专家、学者、企
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工程机械与车
辆工程领域合作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如何推动工程机械与车辆工程领
域高质量发展？ 专家学者围绕工程机

械与车辆工程技术领域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进行了学术
研讨，并针对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 虚拟现实技术等在工程机械
与车辆工程领域的应用， 与企业代表
进行了深入交流。

“智能制造是目标，而制造智能化
是一个过程。”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
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朱森第认为， 对于

中国制造业来说， 当下首先要不断解
决资源消耗、产品品质、环境影响、降
低成本等一系列生产效率问题， 推动
制造过程走向智能化。

中联重科总工程师、 中科云谷董
事长付玲认为， 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联重科向新兴产业延伸的重要
板块， 中科云谷不但服务于中联重科
向新型制造的转型跨越， 还将把经过
实践检验的工业互联网技术、 应用场
景和商业模式对外赋能、复制和输出，
帮助更多制造型企业实现产业升级。

工程机械与车辆工程新进展国际
学术会议，2007年由中国工程机械学
会发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作为行业性
的国际学术会议， 近年来日益受到国
际学术界重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是一次全产业链展会。
华菱衡钢作为工程机械上游
企业，携公司系列型号钢管产
品参展。

华菱衡钢总经理凌仲秋介
绍， 华菱衡钢生产的无缝钢管，
可用于起重机臂架、旋挖钻杆生
产等。

“通过技术创新，加之与
客户联合攻关研发，我们完全
实现了高强度起重机臂架管
的国产化。”凌仲秋告诉记者，
高端工程机械设备用的旋挖

钻杆管， 以前也主要靠进口，
但现在华菱衡钢生产的旋挖
钻杆管，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步
提高到50%以上。

2017年以前，国内制造企
业能提供的旋挖钻杆管，主要
为低强度无缝钢管或者是焊
管，由此生产出来的钻杆强度
低、重量重，使用寿命普遍只
有500小时。 需要高端旋挖钻
杆管时，钻杆生产厂家只能从
国外进口， 价格高得离谱，交
货时间还难以保证。

2017年底， 华菱衡钢成立
旋挖钻杆管项目组，主动对接下
游工程机械企业需求，并联合攻
克相关技术难题 ， 助力挖机轻
量化的同时，提高钻杆的使用寿
命至3000小时以上。 华菱衡钢
由此也成为徐工、中联、三一、上
海金泰、山河智能、徐州神威基
业、徐州神力、南通衡通等旋挖
钻机生产企业的供应商。

“一个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
业，需要深度融合，从技术到市
场，从生产到管理，如果能做到
协同，那么这个产业链就会实现
又好又快发展，钢铁行业和工程
机械行业就是这样的关系。”凌
仲秋表示。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金慧 李爽）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15日开
启大幕， 为保障我省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 规格最高的专业性展会成功举办，
“东道主” 长沙县全力以赴， 在交通疏
导、环境整治、安全保护、城市服务等方
面做足文章，成为展会的“安全卫士”。

据悉， 为做好展会的公共服务保
障工作， 长沙县成立社会公共服务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黄兴会展
经济区管委会， 下设10个工作小组，

共33个部门、 单位组成了近600人的
保障团队，并制定了《长沙县社会公共
服务保障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单位
工作职责。

“工程机械展大型设备较多，布展
难度较高，为避免发生事故，我们的安
保力量进行了全面升级。”黄兴会展经
济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熊哲
峰介绍， 工作小组制定展会期间安全
保卫、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总方案，提前
对会展周边区域进行常态化管理；组

织近100名工作人员对会展及入驻酒
店周边区域开展巡查执法，组织4个消
防中队在展馆开展大空间大跨度灭火
救援实战演练； 对入驻展馆及向展馆
内供餐的餐饮单位进行卫生资格审
查，确保展会期间食品安全；展会期间
将在现场设立医疗保障点并安排6名
医护人员值守，派驻救护车3辆，为场
馆提供医疗保障支持。

为进一步提升长沙城市形象，长沙
县按照城区“城市管理提质年”的要求，
全面开展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黄花机
场、机场高速周边环境净化、绿化、美化
工作，目前已完成裸露黄土治理和绿化
修剪超30万平方米， 新置和优化施工
围挡近1.3万米， 完成主干道沿线广告
牌和房屋外立面美化超8000平方米。

工程机械湘军
“点燃”主场激情

在异国他乡建高品质的“家”
海外工程营地建设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推动工程机械
与车辆工程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近300位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

长沙探索路径

长沙县为展会作好公共服务保障
交通疏导、环境整治、安全保护、城市服务

等方面各司其职

“绿色”潮流引领建筑业
转型升级

专家学者支招装配式建筑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黄利飞 ）红色“支腿”、白色“长
臂”、黑色履带，在2019长沙国
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柳工室内展
区，一台蜘蛛式高空作业平台一
亮相， 就吸引了大批观众拍照
“打卡”。

这台蜘蛛式高空作业平台
“模样”长得“俊”，本领也强大，
系中国南极科考站特别定制，主
要用于科考站的日常维护保养。
南极“冰封原野”，极限工况下，
柳工设备不惧严寒，作业性能稳
定，很好地完成了作业任务。

为了更好地向观众诠释“极
限工况、强悍设备”的品牌内涵，
柳工将“南极”搬到了展会现场，
展区内设计了许多金字塔形的

“冰山”、地面上铺了很多白色碎
石。在“冰与雪”的天地中，一台
CLG920E 挖 掘 机 以 及 一 台
CLG856H装载机昂首而立。

CLG856H装载机像个稳重
结实的“硬汉”，高高“举起”铲
斗；CLG920E挖掘机毫不示弱，
在对面将铲斗“举”得更高，两台
设备隔空相“斗”，十分威武。

柳工集团国内营销副总经
理王曙光介绍，柳工与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合作已有 11个年
头，先后派遣15位技术专家参
与中国南北极科考，共有装载
机、挖掘机、汽车起重机、滑移
装载机等6台柳工设备， 分别
在南极中山站 、长城站 、罗斯
海新站大显身手。

柳工将“南极”
搬到展会现场

参展设备曾在冰天雪地中大显身手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刘永涛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第二天， 尽管大雨淋
漓， 展区观众热情依然不减。在
S10展台520平方米的展区内，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山推”）携潇湘装载机等8款
精品设备，利用数字化模式展示
产品特色性能，让观众感受到这
些看似“笨重粗”的设备，充满了
“智慧元素”。

“来长沙参展，也要入‘湘’
随俗，山推展出了适合湖南地区
施工作业的精品设备，受到客户
喜爱。” 山推股份市场品牌科科
长徐坤介绍，此次展出的“湘版”
产品大放光彩， 在已销售的逾

6000万元产品中， 潇湘装载机
占了重要份额。

山推此次展出的L58-C3潇
湘重载版装载机、L53-C3潇湘
灵动版装载机等设备，智能化是
其“标签”。 它们身体是“大块
头”，厚重感十足，但操作舒适流
畅，非常“聪明”。

“现场也参观了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感受到湖南企业创新
发展的强劲势头，值得学习！”山
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会搭
建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展示、交
流、交易的平台，让长沙“中国工
程机械之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
心，也让人们对湖南智能制造有
了更多认知和期待。

山推“湘版”设备大放光彩
已销售逾6000万元产品中，潇湘

装载机占重要份额

上下游深度融合，
产业链才能又好又快发展

———访华菱衡钢总经理凌仲秋

� � � �凌仲秋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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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 16日，
2019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
山河智能展区，
SA60L轻型飞机
吸引了不少观展
者。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