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卢小伟 丁鹏志

创新开放的湖南，与世界“湘”看两欢。
9月12日下午，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北
京举行。 作为推介活动的内容之一，湖南70年
成就展在外交部同期举行。 三湘四水发展巨
变的画卷，浓缩在由照片、视频、实物和现场
演示组成的多彩“名片”里，递交给世界各地
的外宾。

壮丽70年，湖湘大地孕育了“一粒种子”，
开出了“一列动车”，探索了“一个样板”。 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取得了
令人自豪的辉煌成就。“创新湖南”“开放湖
南”“绿色湖南”“文化湖南” 正以越来越自信
的步伐，迈向世界。

“智”造沃土
为世界输出湖南动力

“敢为天下先”的湖湘人士，不缺少开疆
拓土的故事。 创新湖南的当代案例之一，是智
能制造。

在“创新湖南”展示板块，“长沙工程机械之
都”“株洲中国动力谷”“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等单元，把湖南智慧展示得清晰醒目。

一张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高清大图
中，高等学府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丛里，孕育
惊艳世界的前沿科技。 湖南拥有76位两院院

士， 其中30多位院士分布在大学科技城20余
所高校院所、66个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里。

工程机械之都， 长沙名副其实。 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铁建重工、山河智能等“工程机
械湘军”代表带来的机械模型，成为展览现场
的“人气王”。 中联重科展示的一款碳纤维臂
架泵车，101.18米的臂架总长，是世界之最。

创新湖南，开放的道路也越走越宽。 湖
南把握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推动优质产能和装备走向世界大舞台、
国际大市场。 1500多家湘企走进92个国家
和地区， 参与建设12个中国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

创意高地
让世界领略湖湘风韵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在“文化湖南”板
块，城头山古城遗址、永顺老司城遗址等照片
展示的古朴苍凉， 再现了湖南古代文化的灿
烂绵长。

屹立千年的岳麓书院，这部湖湘文化“活
的历史”，也来到了展示现场。 站在书院“门
口”，琅琅书声仿佛就在耳畔。 两位年轻的外
宾拿出手机，拍照打卡。

非遗展区展示的湘瓷、湘绣、土家织锦、
皮影戏，彰显了湖南重视传承保护，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机。

同时，湖湘文化驶上了创意快车道，文化
产业居全国第一方阵，“文化湘军” 蜚声海内
外，“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由梦想加速变
成现实。

幸福美地
为世界提供湖南样本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天更蓝，水更
绿，生活更幸福。

湖南以“一湖四水”为核心，开展环境治
理、污染防治攻坚战。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
好一江碧水”嘱托，实施湘江治理和保护“一号重
点工程”，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蜕变成
生态新城； 冷水江锡矿山将工矿文化与生态旅
游相结合， 使世界锑都成为绿色锑都……湘江
碧水再现，八百里洞庭优美如画。

一幅照片显示， 常德花岩溪全面封山育
林，成为白鹭之乡。 当地农户年收入均超过10
万元，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 湖南以十八洞村为
样板，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经验，推
动全省脱贫攻坚走在全国前列，6年全省减少贫
困人口684万。 精准扶贫“湖南样本”，写进中国、
世界的减贫事业中。

脱贫致富，只是美好生活的开始。 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进，让湖湘大地的广大山村，成为
幸福美地。

（湖南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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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向全球推介湖南

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作为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 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恳谈会9月12日
下午在外交部南楼举行。

众多知名世界500强企业代表、 外国驻
华商协会代表、 世界500强外企在湘投资企
业代表和湘企代表齐聚一堂， 探讨自身和湖
南的共同发展。

优势凸显， 吸引海内外实力
企业的目光

目前， 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173
家。 海内外实力企业何以纷纷将目光投向这
个中国中部内陆省份？

区位条件的转变是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
地处内陆， 不沿边、 不靠海的区位劣势， 如
今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 转而变成
了中部交通枢纽的优势。

“作为一个内陆省份， 湖南充分发挥其
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不断完善
公路、 铁路、 航运等交通和物流体系。” 博
世中国副总裁杨川如此分析。 他说， 特别是
近几年来， 湖南众多国际航线陆续开通， 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诸多便利。

对创新的注重， 为湖南赢得了另一种优
势。 近年， 随着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湖
南高新技术企业年均净增近千家， 科技进步
贡献率年均提升1.6个百分点。 目前， 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
近四分之一。

“我所负责的区域中， 最具创新活力的
地区之一就是湖南省。”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武汉事务所所长佐伯岳彦注意到， 近年来，

湖南在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 生物医药产业
等创新产业方面蓬勃发展， 吸引了海外的关
注。

同时， 作为有着7300万人口的中部大
省， 湖南拥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消费
潜能。

2018年， 中粮集团在湖南省实现营收
60.35亿元， 上缴税金5.48亿元。 中粮集团副
总裁陈朗用数据说明， 湖南为中粮集团业务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对集团实现高质量
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环境优良， 为企业在湘壮大
提供有力保障

“湖南是一方开放创新宝地。” 三一集
团总裁唐修国回顾集团走过的历程时坦言，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湖南历届党委政府积极打
造的良好营商环境。

作为在湖南“土生土长” 起来的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企业之一， 三一集团从农村的一
个生产队起步， 成长为跻身世界工程机械企
业百强榜单的“巨头”， 足以说明湖南确是
一方有利于企业成长壮大的沃土。

同样为湖南发展环境点赞的还有陈朗，
他表示， “优良的投资环境为中粮在湖南省
业务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杨川则认为， 湖南省、 市各级政府及园
区对企业政策层面的扶持和对投资者的重
视， 如开办国际学校， 出台企业研发奖补政
策、 人才政策， 支持产业链协同发展等， 为
企业发展送上了“定心丸”。

企业的点赞， 源于湖南对优化营商环境
孜孜不倦的努力。 从政府工作部门全部公布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到推行“一件事情一

次办” 改革， 再到建成覆盖全省的“互联网+
监督” 平台……这些年， 湖南实招、 硬招频
出， 营商环境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企业和投资
者的青睐， 省会长沙市的软环境和营商环境
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二、 第
九。

未来可期，立足湖南放眼全国
全球市场

加大在湘投入， 成为众多实力企业不约
而同选择。 陈朗表示， “中粮始终高度重视
在湖南业务的发展规划。 未来5年， 我们计
划在湖南投资300亿元以上， 继续深化在湖
南省的科学业务布局。”

杨川同样表示， 博世将持续加大在湖南
的投资， 继续为中国及全球汽车市场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立足湖南， 更要放眼全国全球市场。 华
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尔
南德说： “我们将加强与中国汽车行业在新
能源电动车高强钢用材上的合作， 提供更加
安全、 环保和降低成本的方案。”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执行总裁辛普森表
示， “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效的研
究团队， 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湖南的经济发
展， 推动更多的英国资源为湖南的发展和建
设作出贡献。”

……
一言一语， 皆是对湖南发展潜力的一致

看好。 正如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胡胜利所
言， “湖南之‘美’ 在于山水、 在于文化、
在于人情、 在于好物， 更在于兼容并包、 创
新开放的湖南精神， 值得我们共同领略。”

（湖南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 � � �湖南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 冒蕞）
作为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 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恳谈会今天下
午在外交部南楼举行。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副省长陈飞出
席会议并致辞。

马朝旭说， 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
潮中，湖南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期待各
国企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通过对
话增进了解，增强友谊，找准合作方向，挖
准合作潜力， 进一步加强与湖南在各个领
域合作，积极到湖南投资兴业，和湖南一起
共创美好未来。 外交部将一如既往为湖南
的对外开放、对外交往、对外合作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和帮助。

陈飞说，立足良好的产业基础，湖南把
对接世界500强企业作为推动更高水平开
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完善
产业政策的同时， 全方位为企业发展营造
公平的市场环境。 湖南为全球企业家和人
才提供了宽广舞台， 热忱欢迎世界各国企
业家和人才来湖南投资兴业、发展事业，我
们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会上还发布了湖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和发布项目汇编， 系统介绍了湖南在鼓励
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合作方面的支持政策，
并针对世界500强企业集中推介了80个国
际合作项目， 涵盖先进制造、 基础设施建
设、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

湖南日报记者 胡泽汇 卢小伟

美食可口、 美酒飘香， 配上动人的山
歌和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 一场“舌尖上
的湖南” 盛宴在外交部南楼18楼举行。 这
是9月12日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的最
后一项内容———“湖湘福地、 湘菜香醇”
冷餐会。

酸辣爽口的东安鸡、 味浓肉嫩的新晃
牛肉、 清雅浓厚的洞庭湖鲜鱼、 被誉为
“鱼中人参” 的洞庭银鱼冻、 已列入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秘制浏阳黑山羊、 湖南
特色麻辣小龙虾……冷餐会上， 22道来自
湖南各地的特色美食， 经过厨师精心设
计、 巧手烹制， 吸引了中外嘉宾们的目
光。 “Nice” “Tasty” （“不错” “美
味”）， 大家毫不吝啬地把赞美之词送给现
场的美食和歌舞。

荷花， 又称水芙蓉， 是此次冷餐会的
主题元素， 毛泽东著名诗句“芙蓉国里尽
朝晖” 的芙蓉国便是代指湖南。 冷餐会现
场不仅把荷花作为电梯入口背景板的主
题， 甚至礼仪小姐的服饰、 盛菜器皿都充
满了荷花元素。 一些瓷器上的图形， 则是
国画大师齐白石所绘荷花。

会场中心小圆桌上， 摆放着湖南的特
色点心： 五仁月饼、 糖油粑粑、 麻圆坨、
刮凉粉、 绿豆糕、 鲜蓟栗茸。 而酒鬼酒、
糯米酒、 猕猴桃汁、 十八洞村天然矿泉
水、 保靖黄金茶、 桑植白茶、 安化黑茶等
多种湖南特色饮品， 搭配着精致的器皿，
一一陈列在场边展台上。

“好吃、 好看又好喝！ 今天的菜品我
都很喜欢， 有机会一定要到湖南去实地感
受。” 一位驻华使馆工作人员说。

(湖南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湖南之‘美’值得我们共同领略”
———中外企业、商协会代表眼中的湖南

欢迎全世界品尝湘情湘味
———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冷餐会侧记

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恳谈会
在京举行

� � � � 小图： 9月12日下午， 湖南70年成就展
在外交部蓝厅外展出。 图为外国记者在三一
重工机械产品模型前驻足观看。

荨荨（紧接1版②）国际经贸拓展至2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500强企业
在湘投资，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互联
网岳麓峰会、国际工程机械展、中国国际轨
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轮番登场，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计算机大
会落户湖南。 此次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
动，展示了湖南进一步开放的姿态和行动。

实践证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创新
开放，我们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造更
大发展机遇， 一步步实现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美好愿景。

“蓝厅”内，中外知名企业家“湘”谈盛
欢； 会场外， 各国使节在非遗展区流连忘
返，人才集聚、成果迸发的湖南，正不断绽
放惊艳全球的光彩。创新和开放，如车之双
轮、鸟之双翼，驱动更加自信的湖南突破自
我、融入世界。

荨荨（紧接1版①）这些年来，湖南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重点推进各领域全面创新， 积极
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加快构建创新型经
济新体系，涌现了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
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 同时积极融入
世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73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湖南有投资或项目；1500多
家湖南企业走向世界， 杂交水稻、 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走出去”受到各国人民的欢
迎。今年，湖南成功举办了2019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两场国
际性盛会，受到了广泛参与和关注。

杜家毫说，创新开放的湖南，不仅是一
块发展热土、兴业福地，还有无数惊喜等待
大家来发现。 热忱期待各国把更多目光投
向湖南，希望通过这次“蓝厅”相会，把我们
的合作发展带向海阔天空的美好未来。

许达哲在推介中说， 湖南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加快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蝶变的湖南，“鱼米之乡”
结出创新硕果,“锦绣潇湘” 织就创新体系,

“惟楚有材”孕生创新之军，正在创新开放
中加快崛起步伐，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
南篇章。蝶变的湖南，产业结构正向现代产

业体系演进，产业技术正向高端引领演进，
产业发展正向智能化方向演进， 正有力促
进“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嬗变，在创新
开放中加快跨越升级。蝶变的湖南，开放范
围越来越大、开放优势越来越强、“朋友圈”
越来越广，正在创新开放中更全面、更深入
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蝶变的湖南，将始终
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殷殷嘱托、“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谆谆教诲，
在创新开放中加快绿色发展， 让绿水青山
真正成为湖南亮丽的名片。

桑塔罗马纳、吉永嘉在致辞中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评
价湖南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
介绍了本国同湖南交流合作情况， 期待推动
双方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再上新台阶， 实现
共赢发展。

推介会前，王毅与杜家毫、许达哲就深
化部省合作进行了交流座谈， 并与部分出
席活动的驻华大使一同参观了湖南主题展
览展示。活动期间，杜家毫、许达哲会见了
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等部分驻
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代表， 就进一步深化
经贸合作、加强友城交往等交换了意见，达
成广泛共识。

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

一“展”70年，
湖南向世界递交多彩名片

� � � 大图：9月12日下午， 湖南70年成就展在
外交部蓝厅外展出。 图为现场嘉宾驻足观展。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 � � � 9月12日下午， 湖南70年成就展在外交部蓝厅外展出， 两名外国记者在岳麓书院模
型外拍照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