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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推介到产品展示，从参展商规模到

展会参观流量，从现场供需洽谈到产品订单的

现场成交……成果一个接一个。 10 月 11 日至

12 日， 连续两天的 2019 年郴州市工业产品展

销对接活动，是郴州市首个工业产品展销对接

活动，也是该市近年来工业转型发展成果的集

中展示和“检阅”，更是郴州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一次重要献礼。

该市的首个工业产品展销对接活动，在规

模、专业化程度以及在行业的影响力都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参加活动的参展企业达到 212
家， 参展工业产品和服务 426 种， 展位面积 2
万平方米， 吸引 5 万人次观展及全国各地 300
多家商家现场对接，签约产品供需项目 55 个、

30.6 亿元。 据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的参展商回

访问卷调查显示，参展商满意率超过 85%。

“举办工业产品展销对接活动，是该市落

实党中央‘六稳’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主要目

的是搭建一个对接合作平台， 展示郴州名品，

推荐郴州名企。 ”郴州市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到

2018 年底， 全市中小微企业超过 4.3 万户，非

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三分之

二,实交税金占全市税收的七成。

首次亮相，6大
板块、2万平方米舞
台好展销

“ 工 ” 名 远 扬

郴州毗临粤港澳大湾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
先，历来是企业兴旺发达之地。 近年来，郴州市
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产业
主导、全面发展”战略，以做强工业优势产业链为
抓手，以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为支撑，以优化营商
环境为保障，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了工业
集群化发展。

产业主导，工业为首。 该市先后出台加快产
业园区发展 20 条、 支持工业实体经济 22 条、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 24 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逐步
构建起门类齐全、活力迸发、优势凸显的现代工
业体系。 到 2018 年底， 郴州共有规模工业企业
1120 家， 规模工业增加值占湖南工业总量的
9.2%；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45%。

全市形成了有色金属、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建材、化工、食品医药等重点行业。 创建了一批驰
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拥有舜华、裕湘、金贵、郴粮
机及图等国家驰名商标 17 件，获得临武鸭、玲珑
茶、东江鱼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5 个，高斯
贝尔、农夫机电、伯朗电梯等 65 家企业获湖南名
牌产品 70 件。郴州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铋、钼、
微晶石墨生产基地，湖南最大的铅锌和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基地。

企业是地方发展的主体。 企业兴，经济兴；企
业强，区域强。 为帮助当地工业企业应对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郴州
市委、郴州市政府决定开展工业产品展销对接活
动，于今年 8 月印发了《2019 年郴州市工业产品
展销对接活动工作方案》， 成立了工业产品展销
对接活动组委会，由市委书记、市长任顾问，分管
工业副市长为主任， 郴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办、郴
州市工信局、郴州市住建局、郴州市商务局、郴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郴州市会展局、郴州市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副主任。

同时，组委会设立了综合协调组、招商宣传
组、展览展销组、后勤保障组等 4 个工作组。 各组
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有序开展各项筹备工
作。 市里多次召开工作调度会，对活动进行安排
部署。

这次工业品展销对接活动旨在通过搭建一
个展示名品、推荐名企、邀请客商、产销对接的平
台，对郴州市优秀工业产品进行展示，对该市优
秀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推介，力求帮助企业畅通信
息交流渠道、扩大销售、拓展市场。 活动在郴州国
际会展中心设置了有色稀贵金属、 建材及新材
料、电子信息、机械装备、食品轻工、移动互联网
和大数据产业等 6 大板块，展位面积 2 万余平方
米，集中展出郴州工业“名、优、特、新”产品和服
务。

百花齐放，212家企业、
426种产品各争艳

10 月 11 日，2019 年郴州市工业
产品展销对接活动在郴州国际会展中
心正式拉开序幕， 共有 212 家企业、
426 种产品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有国
家高新技术产品———新材料防爆电机
业内领先，国内首台 4.8 米叶轮给煤机
书写智能燃煤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既有新型无铅焊条等“黑科技”，
也有旋翼飞机、扫地机器人，更有“智
能制造”、“大数据”服务展示。

在有色稀贵金属展区， 参展的企
业有 20 家，参展产品 53 种。其中有来
自“中国银都”———永兴的雄风环保、
阳光有色、贵研资源、联合国银、泰安
银业、众德环保、金润碲业、福银新能
源等企业及金银协会， 主要参展产品
有白银、黄金、铋锭、碲锭、锡泥及黄金
白银制品、珠宝首饰等。

也有一批从尾矿及危险固体废弃
物中综合回收金、银、铜、铅、锡、锌、锑
等贵重金属的新材料企业———郴州钖
涛环保、云锡矿冶、宇腾有色、银星有
色、恒晟环保、皓钰新材料、金荣材料、
环湘环保等。 难怪郴州有色金属骨干

企业能占据全省有色金属 50 强的半
壁江山。

走进建材及新材料展区， 只见排
污双壁波纹管、 钢带波纹管以及各种
规格的新型管材的协成管业科技、钰
隆管业科技、建林建材等数不过来。 琉
璃瓦、青瓦、筒瓦、仿古青砖等砖瓦产
品的科奇古建筑材料、 鼎峰琉璃瓦业
等有几十种。 安仁三一筑工、 长信住
工、亿恒加气混凝土、嘉顺建材、晟安
建材等，展示的混凝土砌块和板材、PC
预制构件以及蒸压灰砂砖等新型建材
产品让人涨了不少知识。

“在这次展销会上，我们展示了新
型材料铝模和智能爬架， 另外还专门
制作了一个 VCR，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
公司和装配式建筑。 ”郴州市长信住工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四艳说， 装配
式建筑的许多部件是在车间生产完
成，大量减少现场的建筑量，比传统建
筑更节能环保， 但是目前在社会上的
接受度还不是很高， 此次展销会是一
次很好的宣传机会， 吸引了不少建筑
商、供应商签约下单。

电子信息展区里人潮涌动， 让人
目不暇接，有在数字电视、卫星电视、
电子陶瓷等相关领域拥有强大品牌优
势的上市公司———高斯贝尔； 致力于
家居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的高新技术
企业———长虹格兰博科技、炬神电子；
LED 外延、芯片、应用产品全产业链企
业———华磊光电、华特光电；专注于铝
电解电容器研发、 生产的港商独资企
业———东佳电子（郴州）有限公司。

还有生产各类新能源电池的格瑞
普新能源、久森新能源、炬神电子、慧
华电子。 生产各类液晶显示产品的海
利微电子、晶讯光电、恒维电子、熊本
控股、金宏光电、天诚光电。 生产各类
胶片、胶膜、功能膜层、气凝胶等电子
信息配套材料的飞鸿达新材料、 凯纳
方科技、住井工业、伟一胶粘制品、布
兰科斯（中国）、优珀斯新材。 生产各类
电子元器件的衡元晟科技、中瑞科技、
黄宝石电子、鼎晟电子、久隆旺高科。
生产智能手机的天珑芯科技和生产全
自动指纹锁的多特科技等。

这些企业的亮相， 充分展示了郴
州电子信息产业的强势崛起， 形成了
全省少有的 LED 产业板块、整机产业
板块、 电子元器件产业板块等较完整
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

此外，机械装备、食品轻工、移动
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等展区， 旋翼飞
机、智能机床、智能田野装备、刀王刀
具及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5G 等
“明星”产品，引来众多商家围观，人气
爆棚。

“郴州首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展
销对接活动， 目的是通过展会的形式为企业找
市场，为工业产品找销路，为工业产业的延伸找
合作伙伴。 ”郴州市工信局局长胡国新说，通过
这一次合作洽谈， 将进一步推动郴州工业的转
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展销对
接活动， 除了众多本地企业参展外， 还吸引了
3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客商现场对
接。

针对此，在开幕当天，郴州市还进行了重点
企业优质产品推介和重点产业园区推介等活
动，开展了展销 6 大板块的 6 个专题组的对接
交流活动，让企业主和客商面对面洽谈。郴州市
海利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八亿时空液晶
科技股份公司、深圳华之洋光电科技公司、深圳
润彩科技公司签下 1.5 亿元的液晶材料和显示
屏供货合同。 海利微电子公司总经理唐乾军高
兴地说， 这要归功于政府搭台举办的这次展销
对接会，让公司收获很多。

“郴州的营商环境很好，政府扶持力度大，
区位优势明显，我们来对了。”唐乾军说，公司从
深圳搬迁之前考察了很多地方， 最终选择了郴
州，刚过来时遇到很多困难，在郴州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才慢慢扎稳了根，去年公司销
售额已突破 1 亿元， 预计今年将达到 1.4 亿元
左右。该公司计划再投入 5 亿元，建一条新的自
动化生产线，满足市场需求。

郴州市黄宝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经贸洽
谈签约仪式上，一口气签下 4 个电子产品销售
大单，合同金额总计 1.7 亿元，公司负责人刘
建华乐得合不拢嘴。

美国 3M 公司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分支机构，产品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
售，年营业额逾 212 亿美元，是世界 500 强企
业。“在现代社会中，世界上有 50%的人每天直
接或间接接触我公司的产品。”美国 3M 公司中
国区代表刘飙介绍， 他们在郴州经开区的湖南
凯纳方科技公司， 是 3M 公司在湖南合作采购
的唯一一家公司。该公司生产的 EMI 电磁屏蔽
材料、 软体导电材料在国内国际都堪称一流，
3M 公司每年采购量在 4000 至 5000 万元，并
通过其渠道，销往世界各地，受到广泛认可。

签约会上收获最大的， 当属住井工业（湖
南）有限公司。“没想到这次工业品展销会签下
5 亿元订单。 ”住井工业（湖南）有限公司负责人
孙志磊说， 公司与台湾密特先进材料公司签署
的 PI 购销协议，为公司带来了个大客户。

当天集中签约前， 还进行了工业 5G 智慧
应用展示，来自海尔数字科技（西安）公司的负
责人， 介绍了海尔 COSMOPAT 智慧工业 4.0
平台， 是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与体验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 如在智能 +5G 互联工厂内，生
产线作业人员在生产操作中突遇紧急困难，可
通过其佩戴的 AR 眼镜， 以第一视角与技术专
家进行远程实时音、视频通讯，专家进行远程诊
断。

在产品供需洽谈签约活动中， 郴州市的永
兴县经开区、嘉禾经开区、汝城经开区、桂阳高
新区、 临武工业园等分别进行了相关工业及产
业推介，展示其特色和亮点。 据了解，此次工业
产品展销对接会共吸引 5 万人次参观、洽谈、交
易，共达成合作协议的项目总数 55 个，现场签
约金额 30.6 亿元。

商贾云集，5
万人次、30 亿元
签约成果丰硕

客商体验智
能 +5G 互 联 工
厂 中 ，AR 眼 镜
运用的场景。

� 10 月
11 日 ， 开
幕式现场。

10 月 12 日，合
作协议集中签约。

皓 翔 农
业生产的茶
油。

陈志杰 摄

客商、市民参观湘晨通用航空的旋翼机。

客商、 市民
踊跃选购产品。

客商参
观农夫履带
式拖拉机。

客商体验 B-00EL
飞机驾驶性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何庆辉摄)

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工业企业经营困难之际，郴州

市委市政府想企业之所想、解企业

之所忧，举办了工业产品展销对接

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 、稳预期 “六稳 ”要求以及省委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的

具体行动，又充分体现了郴州“产

业主导、全面发展”的应有之意。

企业有所需，政府有所为。 此

次郴州工业产品展销对接活动，产

品供需对接成果丰硕，为企业找到

了市场， 为工业产品找到了销路，

为工业链条延伸找到了合作伙伴。

同时，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及国内

知名企业的关注和参与，向全国及

世界亮出了郴州工业名片、展示了

郴州工业魅力，为以后办出更具规

格、更专业、更有影响力的工业产

品展销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李秉钧 黄张策）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