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郴州首次承办矿博会，借助“开
在矿井口的博览会” 这一优势及一系列的
宣传造势， 郴州迅速成为全球矿物晶体界
的一颗耀眼明珠，“矿晶之都”一炮打响。

今年第四届矿博会，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向美国图森和德国慕尼黑看齐” 新要
求，宣传造势任重道远。 为此，今年从 2 月
19 日起，郴州根据组委会工作部署，在省市
电视、报纸、电台、网站等启动了全覆盖的
矿博会“倒计时 90 天”活动。

“我们还走出郴州、走出湖南宣传矿博
会。 ”郴州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在长沙、 广州的机场和高铁站等重要场
所设置了第四届矿博会的户外广告、LED
宣传栏，全方位营造矿博会氛围。

特别是今年 4 月 8 日， 郴州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召开了第四届矿博会新闻发布
会， 邀请包括新媒体在内的 50 余家中央、
省、境外及国外媒体，对矿博会及矿物宝石
知识进行全面高密度、广覆盖宣传推介，掀
起了本届矿博会宣传的高潮。

同时，通过微信平台、新闻客户端等新
媒体全程跟踪报道矿博会。 先后在国内外
各大媒体对第四届矿博会进行了广泛宣
传。 并通过在国际国内矿物宝石相关展会
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片、举办推介会等
形式，广泛宣传推介本届矿博会。

宣传造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月 4
日，“魅力矿博，世界共享”———中外媒体郴

州矿博行大型集中采访活动拉开序幕，来
自中外的 55 家媒体记者走进郴州，近距离
透视“矿晶之都”的风采和魅力。 持续 4 天
的集中采访，各媒体先后推出各类报道 300
多篇，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郴州还通过多种途径在美国、德国、澳
大利亚、巴基斯坦、南非、印度等国家和地
区的媒体进行宣传。 并邀请顶级专家作专
题讲座， 在国内矿物专业期刊宣传推介矿
博会。 今年 4 月 1 日，郴州筹委会还组织举
办了矿博会“林邑讲坛”，吸引各方关注。

宣传有声有色，安保、志愿者招募、海
关等各项服务全方位跟进。 郴州团市委招
集了各大院校学生 300 人做矿博会服务义
工，提前从相关英语、展品初步认识、留购
手续办理流程等方面进行了培训。 商务、财
政、海关、银行等单位成立专门工作组，服
务矿博会。

今年的矿博会汇聚了全球众多顶级宝
石， 很多价值不菲； 且根据去年每天近 10

万人次的参观者进出，今年莅临的嘉宾和外
国友人多，人流量预估会创新高，给安保工
作带来新的挑战。

为确保今年矿博会安全有序， 万无一
失，郴州除了组建专门安保部、拿出安保方
案外，重点突出“人防、物防、技防”的紧密结
合，在主会场郴州国际会展中心装置了 X光
过包机、金属探测门、人脸识别系统、场馆人
数统计系统等；出台了票证管理方案，门票、
车辆证件由筹委会统一管理，所有票证都有
防伪识别标志，展会期间，门票是按照日期
分类印制，以便控制场馆最大人流规模。

此外，郴州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优化
发展环境，提升市民素质，时时处处让人感
受到郴州山清水秀的宜人环境、 宾至如归
的温馨服务、精致和谐的人文气息、开放包
容的时代精神， 向世界全面展示郴州最美
的环境、最优的形象，全面展示郴州开放发
展的时代风貌。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肖敦标

矿物晶体被誉为“地球之花”，5 月 19
日，这朵鲜花将绽放得“晶光”熠熠。

因为，历时 5 天的第四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将正式在郴州国际会
展中心拉开帷幕， 来自全球众多国家的顶
级宝石都在此聚集， 绝对是一场超级震撼
的视觉盛宴。

本届矿博会展示的世界级矿物宝石
有：来自美国时尚矿物馆的镇馆之宝、世界
最大的重达 26 吨的自然铜———“大地铜
心”；世界顶级碧玺系列；产自澳大利亚
的世界最大的欧泊；产自云南的世
界最大的花状方解石单晶体之一，
因其造型酷似湖南的省花———芙
蓉，故被称为“芙蓉花”；产自四川
的世界最大的海蓝宝；产自瑶岗仙
的世界上最大晶体车轮矿……

这是一场“矿”世良缘，全球各
地的宝石因矿博会而再聚郴州，让
这座林邑之城显得格外璀璨夺目！

去年 11 月 30 日，省政府第 64 次常务会议决
定将矿博会固定在郴州举办后，省委、省政府领导
对矿博会关怀备至，把矿博会作为推介和宣传我省
资源特色、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
书记、省长杜家毫多次强调：要越办越好，办出成
效。杜家毫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第四届矿博会筹备工作，并多次过问矿博会筹备工
作情况。今年春节前，国土资源部深入郴州调研，就
办好第四届矿博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为办好第四届矿博会，抓好顶层设计，省委、省
政府与国土资源部积极互动。 今年 3 月 8 日，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带领省国土资源厅、郴州
市政府赴京向国土资源部汇报筹备工作，国土资源
部部长姜大明听取了情况汇报后，充分肯定了矿博
会的筹备工作成效，对矿博会的有关工作给予了指
导性意见，同时国土资源部批准了临武通天玉纳入
全国宝玉石名录，并要求对通天玉的开发精细化利
用。

随后，在国土资源部的全力支持下，中国自然
科学博物馆协会、中国地质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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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家单位，均明确表
示愿意继续作为矿博会的支持单位，并配合做好矿
博会宣传、推介、组织参展等工作。

3 月 21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
召开第四届矿博会第一次组委会成员单位协调会，
部署矿博会各项准备工作。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充
分肯定第四届矿博会筹备工作后，要求各部门密切
配合，全力办好矿博会，充分展示湖南形象，提升对
外开放水平。

“省委、省政府提出矿博会的举办，要向美国图
森和德国慕尼黑看齐。”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表示，
怎么办得更有水平、更有成效、更有影响，是摆在郴
州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

他们举全市之力抓好各项工作，力争通过 3—
5 年的努力，将矿博会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矿物
宝石博览会。 在筹备工作中，郴州筹委会与省里做
到了紧密联系、及时沟通，抓好落实。

他们科学制定展会工作方案，确定本届矿博会
以“矿晶产地年”为主题，以世界矿物晶体原产地精
品矿物秀为主要展示内容， 规划展览面积 13 万平
方米，共设 2300 个国际标准展位，期间开展高峰
论坛、矿物科普等活动。

为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根据省里第四届矿博会
组委会要求，郴州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顾问、市长
任主任的第四届矿博会郴州筹委会，召开全市动员
会，并拟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及其宣传、安保等各专
项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责任和进度要求。

该市按照“精准、精致、精细、精简、精品”的要
求，确保各项筹备工作“万无一失”。 为把矿博会办
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助推湖南矿物宝石产
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3 月 9
日—13 日，郴州市委、市政府派出政务团赴美国图
森、洛杉矶、纽约市进行了考察学习，专程拜访了当
地政府官员、著名矿物宝石收藏家和工商企业界人
士。

4 月 14—16 日， 郴州考察组又赴广西南宁市
进行了考察学习，对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南
宁国际会展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与广西国际博
览事务局、南宁市商务局、南宁市大活办、南宁市投
促局和南宁国际会展公司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
谈。

多方交流借鉴， 使郴州就如何办成一届国际
化、专业化的矿博会有了更充分的底气。

“本届矿博会招商工作以‘精品、真品’
为总体定位和原则， 力争实现国际参展商
占比 40%的目标。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瞿海表示， 按照第四届矿博会招商工作计
划，市里兵分两路，开展国际、国内招商招
展。

去年 11 月的北京国际珠宝展，郴州就
未雨绸缪，派遣了招商组参加，与参展的全
球著名矿物宝石藏家和买家进行面对面深
层次交流。 今年 1 月—2 月，矿博会筹委会
派遣国际招商组赴美国图森展， 与参加展
会的全球著名矿物宝石藏家和买家进行面
对面招商，成效良好。 他们还与第八届国际
矿物学与博物馆大会（M＆M8）成功对接。

同时， 国际招商组与第八届国际矿物
学与博物馆大会（M＆M8）主席费得里·科
贝佐塔先生进行了友好会谈， 主席先生欣
然表示来郴州参加本届矿博会， 并且提出
2017 年第八届国际矿物学与博物馆大会
（M＆M8） 将与第五届矿博会同期同址举
办。

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建蓉介绍，国际招商展位与去年相比，
呈现出蜂拥抢订现象。 他说：“在成功举办
第三届矿博会和本次国际招商的大力宣传
推介下， 美国图森参加展会的国际展商纷
纷抢订展位， 商业类展位预订一次性抢订
告罄。 ”

国际招商组还赴德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等国家的国际性矿物宝石专业展会，与
全球著名矿物宝石藏家和买家进行面对面
深层次交流，广泛宣传第四届矿博会，取得
较好成效。

国际展商方面，有来自美国、法国、德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展商抢订了 500 多个展位， 相对上
届增加了近 300 个展位。 参展展品总重量
350 吨，比上届 150 吨翻了一番多。

“国际参展商和参展展品同比去年都
翻了番，使第四届矿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
氛围更浓。 ”郑建蓉自豪地说，郴州是矿晶
之都，世界上 150 种矿物晶体，郴州都有。
且中国 80%的矿物晶体产量出自郴州，这
张名片通过去年矿博会的举办， 获得国际
矿物宝石界的充分认可， 也是今年国际招
商吸引众多商家主动加入的主要原因。

与国际招商同步进行的是， 国内招商
招展也进展顺利， 国内招商组在北京、上
海、广东、香港、台湾、澳门、广西、湖北等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区进行广泛招商，国
内展商都抢订展位， 商业类展位今年 3 月
就抢订告罄。

国内展商方面，有来自北京、上海、深
圳、桂林、重庆、台湾、香港、澳门、东海、江
苏、云南、湖北等地预订了 1000 多个展位。
按照第四届矿博会招商工作计划， 该市广
告合作及衍生品招商工作也全面启动，引
入了金贵银业作为本届展会总冠名商，挖
掘矿博会衍生及辐射资源， 使矿博会品牌
魅力得到多方展现， 既有效利用了矿博会
资源，又延伸了矿博会的商业链条。

据了解， 本届矿博会的衍生品包含金
铋合金纪念章、邮折、文化衫、文具用品等。

为迎接各国宝石的到来， 郴州对本届
矿博会主会场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及郴州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色金属博物馆、 郴州
市柿竹园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 郴州市地
质资源博物馆等 3 个分展馆的室内、 室外
各种基础设施全面检查完善， 监管仓早早
通过长沙海关验收， 国外货物于今年 4 月
开始转关进入保税仓。

同时，按照组委会工作部署，确定了此
次国际矿物宝石高峰论坛主题为“矿物宝
石与人类文明”，参加高峰论坛的演讲嘉宾
已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家协
会荣誉会长欧阳自远等国内 4 位； 还邀请
国际矿物学协会博物馆委员会（M&M）主
席费德里科·贝佐塔等国外 6 位。

应邀参会的外国矿业部（局）长、驻华
大使等政要 21 人，郴州还将借矿博会平台
推进和美国图森、 南非金伯利缔结友好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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