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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沈敬 何力 卓萌

2月24日， 第21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
(以下简称“文博会”)在长沙闭幕。在近几年文
物艺术品交易市场（以下简称“文物市场”）低
迷的情况下， 在长沙举行的文博会作为业界
龙头仍然吸引了大批业内人士和爱好者参
与。 本届文博会展会规模最大、 参展人数最
多，海内外3000多名参展商、5万多名收藏爱
好者参加，参展商品约20万件，总成交额达
3.7亿元，比去年春季文博会增长了0.2亿元。

从交易物品来看， 文物市场向精品化和
生活化两端发展的趋势明显。此外，文博会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客流也为湖南文旅融合
提供了动力。

精品价格好 大众收藏热

每年， 湖南省文物总店会举办两次文博
会，春季、秋季各一次。

“今年的春季文博会开始较早，来长沙的
车票不好买，加上市场低迷，我起初还有点担
心交易情况。”江苏常州的收藏家谈军告诉记
者。

不过， 最先开始的房间交流会打消了谈
军的顾虑。2月18日， 房间交流会的头一天，
被参展商们“占领”的潇湘华天大酒店24楼
至37楼， 间间客房摆满各式文物艺术品，房
门大开。新老藏家和爱好者纷至，长沙收藏家
卢运全说：“每届文博会一定要来淘几件心爱
的宝贝，每天都要逛到晚上12时。”

2月22日， 文博会的重头戏———全国文
物交流会在湖南省文物总店开幕。 上海文物
商店展柜前，人们哄“抢”文物艺术品的画面
不出所料再次出现。 国有文物商店的柜台最
容易被“围抢”，他们的管理者强调国有单位
的职责和担当，希望促进文物艺术品的交流，
提升人们的认知。

本届文博会，30多家国有文物商店带来
了大批“老库”，即收藏年代较早的文物艺术
品，品质有保证，整体价格不高，在文博会上
的售价还会低于市场价。 如湖南省文物总店
的瓷器和玉器，许多售价在千元以内，最低的
只有400元，吸引大众进入收藏界。

文化市场的另一端， 精品不受市场低迷
影响，价值受到行家认可。

“本届文博会呈现明显的精品化趋势。”
中国艺术品研究会主席郑力铭带领的中国艺
术品研究会古代艺术展馆有4个展柜， 货品
价值约1500万元。达成约60万元的柜面成交
额之外，他们还收获了70万元的订单。其中，
明万历黄釉龙纹暗刻橄榄瓶以15万元成交，
清乾隆龙纹官窑盘以13万元成交。

“这是我们第3次参展，我们的品牌口碑
好，回头客多，每次的成交额都会增长20%左
右，关键还是看东西好不好。”郑力铭说，文博
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并逐步向品牌化和精
品化发展， 这是其不受文物市场低迷影响的
关键原因。

“2019年，文物市场向两端发展。”湖南
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说，一端，中产阶层
在未来几年仍将成为推动文物市场的主要发
动机，特别是民营美术馆、民间博物馆的发展

壮大，文物艺术品价格将被再度拉高；另一端，
文物艺术品和大众生活紧密结合， 大众收藏热
度攀升。

文旅配套服务 藏家参展又旅游

提前预订酒店房间、谈好优惠价格、预告长
沙天气情况……湖南省文物总店的贴心服务是
参展商们愿意来长沙参展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
湖南文旅融合发展的开局之年， 湖南省文物总
店又增加了新服务———整理推荐文博会期间长
株潭的文旅项目，受到参展商欢迎。

参加文博会一个星期， 郑力铭把长沙游了
个遍。“橘子洲、岳麓山、岳麓书院，我都去了，橘
子洲的焰火很漂亮，省市博物馆的展览很棒。我
是南京人， 特意去看了长沙博物馆的《金辉玉
蕴———南京出土宋明金银器展》。”

“春季是淡季，文博会的举办大幅提升了酒
店的客流量。”潇湘华天大酒店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去年9月，他们和省博物馆合作开设了46
间文化主题房间， 房间内陈设了省博物馆的资
料和代表性文物模型， 入住房间的游客可以享
受参观省博物馆的免费服务，包括专车送达、专
人讲解等。

这位负责人说：“今年春季文博会期间，文
化主题房间的出租率达5成， 这在淡季很不错
了。住店的散客和参展商，七八成都会向我们咨
询长沙什么东西好吃，哪里好看、好玩。”

据省文物总店统计， 从2009年至2018年，
20届文博会总交易额达40亿元， 实现交通、住
宿、餐饮、购物、娱乐、观光等带动效益240亿
元。本届文博会预计实现带动效益约22亿元。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今天，记者从湖南交水建
集团2019年工作会议上获悉，该集团去年
经济指标再创新高，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
年新签合同310.5亿元， 完成营收232.5亿
元，同比增长16.2%；实现利润5.4亿元，同
比增长59.3%。

据了解， 湖南交水建集团去年坚持改
革与发展两手抓， 市场规模与效益稳步提

升，还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双百企业”。
湖南交水建集团董事长方联民表示，

今年，集团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全
面拓展市场，在优化经营结构上提档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 在激活发展机制上提档升
级；全面强化管理，在提升管控“双效”上提
档升级；全面助推品牌，在增强核心竞争力
上提档升级；全面从严治党，在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上提档升级。

荨荨（上接1版）
“吸引我回来的，不仅是科技特派

员的创业鼓励政策， 更重要的是能带
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刘昆玉带领村
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硬是在荒山野
岭上培育出一个拳头产业。

目前，在娄底的田间地头，包括科
技特派员、“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农
业科技专家在内的200余名专家，奋
斗在农业生产一线，为贫困户送技术、
送项目、送点子。

引进人才，振兴一片产业
突出“高精尖”，“缺什么、 补什

么”。娄底引导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向
重大项目和优势产业聚集。

去年7月，娄底发布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 面向全社会引进145名高层
次人才，充实医疗、科技、教育等行业。

“十三五”期间，娄底共安排1亿元人才
引进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引进和培育，
鼓励和扶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2月19日， 新化县美程陶瓷科技
公司生产车间内， 一个个精致的温控
器陶瓷开关盒正打包装箱， 它们将被
应用于汽车、高铁和飞机。公司董事长
方豪杰， 是新化县引进的电子陶瓷科
技带头人。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干压成
型”技术，将电子陶瓷产品的耐磨、抗
压、韧性大幅提高。新化的电子陶瓷，
从简单的“水龙头阀片”升级为汽车刹
车片、手机外壳、传感器、继电器等产
品的替代元件。

生物科技专家肖业成， 携研发团
队回到家乡，成立康麓生物科技公司，

所研发的柑橘类综合利用技术， 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印遇龙院士携手双峰
县伍星生物公司，研发硫酸软骨素，成
功向印度输出技术； 硅化物行业资深
专家胡湘仲，创办三A化工企业，生产
的超细二氧化硅畅销国内外市场，掌
握着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科技人才释放出强大的发展动
力。如今，在娄底研发的生物医药技术
成果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花结
果， 研发的汽车板装配到了世界一流
品牌汽车上， 生产的新型建筑材料深
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使得娄底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向着“高精尖”领域强势
进军。

留住人才，开拓一方天地
“越是贫困地区， 越需要留住人

才。”新化县副县长文瑾，是娄底“人才
回归” 的响应者。 作为科技型管理人
才， 这位年轻的博士从高校科研岗位
回到国家级贫困县新化县， 引领科技
工作。

近年来， 娄底建立了完备的高层
次人才引进机制。 出台引进高层
次人才实施办法， 建立柔性灵活
的“人才绿卡”制度；出
台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保障科技人才
在住房、医疗、落户、子
女就学、职称申报、解决
异地分居等方面享受
到高效、便利的服务。

娄底的高层次人
才，除正常的工资、福利
待遇外，每月还享受生

活补贴；服务满5年后，再给予一次性补
贴。其中，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一次性补贴80万元；对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国家重点学
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学术技术带头人， 一次性补贴40万元；
对优秀人才和专门人才，一次性补贴20
万元。

对于娄底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博士王裕勤来说，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
就是他的“伯乐”。引进回娄后，李荐国多
次登门看望，与他促膝长谈。通过潜心
研究，王裕勤填补了娄底地区心血管疾
病介入治疗的空白，每年成功救助1000
多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300多位急性
心梗患者重获新生。“个人的发展就像
庄稼的成长，是需要土壤的，娄底这片
土壤非常适合我。”王裕勤感慨。

近年来，娄底累计引进高新技术人
才458人， 争取国家和省科技项目341
项、项目资金近3亿元；建立决策咨询制
度，聘请7名娄底籍院士担任科技顾问，
69名专家担任科技咨询委员。 同时，强
力推动校企共建， 已有300多家企业与
国内外5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接，攻克
核心关键技术130余项， 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100家。

引才 引领发展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光伏产业链
上企业经营已经稳定， 并开始进入业绩爬
坡阶段。”近日，岱勒新材召开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段志明表示，今年以
来，公司下游企业接近满产，公司订单和出
货量随之快速增加， 春节期间都在加班生
产。

岱勒新材是国内专业从事金刚石线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
用于晶体硅、蓝宝石等硬脆材料的切割。硅
片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光伏产业， 所以光伏
产业的景气与否， 直接关系到岱勒新材的
产品销售与业绩。

2017年光伏行业快速发展，岱勒新材

登陆A股。不过，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布
通知，提高新建光伏电站规模要求、减少光
伏补贴标准等，业内称为“531光伏新政”；
光伏行业遭遇“断奶”阵痛，市场需求急剧
缩减，作为上游供应商，岱勒新材业绩明显
受到影响。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
同比减少24.22%； 实现净利润3401万元，
同比减少69.46%。

“531光伏新政”后，光伏行业得以大洗
牌，行业发展正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
市场空间将全面打开。 岱勒新材抓住机遇
苦练内功， 加强技术和产品升级。 年报显
示，2018年公司研发投入1547万元， 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4.69%； 公司还开发了多
款新产品并投放市场。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谢晓波 王志明) 人勤春来早。近日，涟
源市茅塘镇寒意袭人， 茅塘镇永福村种粮大
户周新兵已经开始整理田坎，备战春耕了。周

新兵说，农行娄底分行发放的253万元“惠农
e贷”已经到账，没有了资金的担忧，今年要大
干一场。

今年以来， 农行娄底分行将支持春耕备

耕作为工作重点，优先安排春耕备耕信贷资金，
备足“弹药”。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对种粮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进行走
访，第一时间掌握春耕备耕信贷需求。建立春耕
备耕贷款需求台账，开辟信贷“绿色通道”，缩短
审批时间，提高办贷效率。截至目前，农行娄底
分行“惠农e贷”余额达2.97亿元，比年初净增
3976万元。

第21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闭幕———

文物市场向“两端”发展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雷文明） 今年春运将于3月1日结束，目
前进入最后阶段。今天下午，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召开全省春运后段道路交通安保工作视频
调度会，对当前至全国“两会”期间道路交通
安保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1月21日春运启动以来， 全省公安交警
系统共出动警力430521人次、警车148124台

次，启动执法站点322个，其中省际执法站14
个。检查登记“两客一危”（公路客运、旅游客
运、危险物品运输）重点车辆112633台次。共
查获交通违法193万余起， 现场纠违16万余
起，查获客车超员4099起，行政拘留721人。
累计办理危险驾驶案件729起，刑事拘留264
人。全省发生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 受伤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41.09%、

58.4%、36.87%。
会议指出，离春运收官仅剩几天时间，随着

学生开学、务工探亲返程、货运客运混合车流的
不断攀升，加之持续的阴雨天气，农村较大事故
隐患突出，重点车辆安全风险上升。全省各级公
安交管部门要对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再研判，措
施再细化，责任再落实，从严从细从实抓好春运
后期及全国“两会”期间交通安保工作。要紧盯
重点车辆， 利用缉查布控系统等科技信息化手
段，精准查处重点交通违法。扎实开展农村安全
守护行动，严查酒驾醉驾毒驾、驾乘摩托车不戴
头盔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春运已查获交通违法193万余起
省交警总队要求确保春运后段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光伏产业历经“断奶”阵痛，产业链企业重整再出发
岱勒新材满产迎行业暖春

湖南交水建集团利润突破5亿元
同比增长近六成

农行娄底分行备足春耕“弹药”
“惠农e贷”余额近3亿元

2月22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年年有鱼集团，工人在流水线上包装海鲜。目前，该保
税区“世界海鲜产业园”初具规模，集聚了十余家海鲜贸易企业，可从全球20多个国家和
地区采购40余种海鲜产品，每周海鲜进口量超过500吨，致力于打造中国高端海产品的全
球集散中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刘塑琪 摄影报道

长沙打造“海鲜集散中心”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肖祖
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小
幸）2月23日上午，邵阳市召开百亿元
茶业发展推进会。该市将通过打造“邵
阳红”区域公共品牌，促进茶产业大发
展，以茶兴农。

邵阳市多高山、丘陵，气温适宜，
历有种茶传统。据统计，去年该市茶园
面积达42万亩，产茶8000余吨，实现
茶产业综合产值35亿元。今年，邵阳市
政府将百亿元茶产业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标志着邵阳茶产业又一个春天

的到来。
邵阳市将重点建设4大茶叶优势

区域，即富硒生态茶区、城步峒茶区、
桂丁茶区、野生茶区；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推进产业化经营，计划到2025年，
培育1至2个年销售收入过1亿元、5个
过5000万元、10个过1000万元的茶叶
龙头企业， 重点支持1家茶叶企业上
市。

邵阳致力打造百亿元茶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