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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在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一场真正的
“开在矿井口的博览会” 盛大启
幕，历时5天的第四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正式启动。

这是全国唯一指定在湖南
开展的矿物宝石展览交易平
台， 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矿物
宝石专业展会之一。5天里，宝
石收藏爱好者不仅可以看到漂
洋过海、 不远万里来到郴州的
26吨重的“大地铜心”、世界最
大车轮矿、 顶级碧玺等世界级
矿物，还能在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等地的2300多个展位上找
到称心如意的矿物宝石。

【亮点一】
世界级矿物宝石齐聚

本届矿博会坚持“汇聚全
球资源，打造国际品牌，扩大交
流合作， 弘扬科学文明” 的宗
旨，以“矿晶产地年”为主题，以
世界矿物晶体产地精品矿物为
展示内容。 在这场亚洲最大矿
物宝石展览会上， 自然少不了
世界级的矿物宝石。

在郴州会展中心南广场，
世界瑰宝26吨重的“大地铜心”
静坐于此。 经美国史密森学会
研究， 这个造型有点像中国地
图的“大块头”，被确认为全球

最大的自然浮生铜标本。 深褐
色的铜体、凹凸有致的沟壑，青
绿色花纹， 地质学家估计它的
形成可追溯到十亿年前。据悉，
矿博会结束后， 此块铜将移至
中国最美丹霞地貌景区———飞
天山。

除了美国时尚矿物的“大
地铜心”，展会上还有世界顶级
碧玺系列、 产自澳大利亚的世
界最大欧泊、 产自云南的世界
最大花状方解石单晶体、 产自
四川的世界最大海蓝宝、 产自
瑶岗仙的世界最大晶体车轮矿
等，珠宝云集、精品荟萃。

【亮点二】
共设展位2300个

本届矿博会采取1+3的展
示模式，主会场（核心展馆）设
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同时还
设有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
色金属博物馆、 郴州市柿竹园
矿物晶体博物馆、 郴州市地质
资源博物馆等三大分展馆。

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
米，分设恐龙丹霞迎宾区、精品
矿晶区、化石陨石区、精品宝石
区、珠宝玉石区、雅石艺术区、
根雕艺术区等8大展区，共设置
国际标准展位2300个。

早在今年三月， 第四届矿

博会展位被国内外展商蜂拥抢
订，已基本告罄。来自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40多个
国家、80多个客户定了500多
个展位，比上届增加了近300个
展位。

【亮点三】
打造“体验、互动”博览盛宴

矿博会历时5天， 期间，围
绕矿物宝石与人类文明、 矿物
化石与人类生活、矿物宝石+互
联网等内容将开展国际矿物高
峰论坛、矿业科普、国际友好城
市缔结等活动。届时，境内外政
要名流、顶级藏家、科学界及行
业领袖、 博物馆及国际知名展
商， 将共同分享交流矿物宝石
最新成果、 最新技术、 最新矿
种。

为突出“开在矿井口的博
览会”这一鲜明特点，立足打造
一届“体验式、互动式”的博览
会， 矿博会还将安排柿竹园矿
山公园、飞天山地质公园、东江
湖、莽山森林公园、汝城热水温
泉等5条科考线路进行地矿科
学实地考察，并开展融知识性、
趣味性、挑战性于一体的“真人
探险秀———矿山体验寻宝”活
动。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何睿

第四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启幕

世界顶级宝石漂洋过海来湖南

矿博会永久落户郴州，标志着这一“开在矿井口的博览会”永不落幕。
本届矿博会将以“汇聚全球资源、打造国际品牌、扩大合作交流、弘扬科学文明”

为宗旨，展出一大批世界级的矿物精品及民间收藏珍品，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据悉，2015年第三届矿博会在郴州举办，参观购物人数达到了38万人次，完成交
易额达到了16亿元，盛况空前，其影响力直追美国图森展、德国慕尼黑展。

开幕式之后，郴州市人民政府与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项目签约
仪式暨湖南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揭牌仪式。当日，包括正威郴州矿物宝石产
业园项目在内的11个项目成功签约，签约金额总计达218亿元。 ■记者 梁兴

今年以来，A股市场表现低迷。
低风险、 业绩稳定的偏债混合型基
金产品再次获得市场关注。 记者了
解到，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基金于5月
11日—6月3日在招商银行、 泰康资
产直销中心等渠道发售。 该基金用
于投资股票资产不高于总资产的
30%，债券资产投资比例灵活，是契
合当下市场环境的基金投资品种之
一。

作为一只偏债混合型基金，泰康
宏泰回报两名拟任基金经理具有丰
富的投资管理经验。泰康宏泰回报混
合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蒋利娟表示，在

资产荒大环境下，确定性投资机会还
看债券投资。值得一提的是，蒋利娟
擅长固定收益投资和流动性管理，投
资风格稳健。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3月31日，蒋
利娟管理的薪意保货币B，今年以来
在同类排名前1/3， 投研实力可圈可
点。另一名拟任基金经理桂跃强负责
权益类资产投资，他此前管理的基金
曾获中国证券报颁发的“2011年度
混合型金牛基金”、“2012-2014年三
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大奖，优秀的
投资能力屡获认可。

■潘显璇 王志平 尹婷婷

5月19日，“卡罗德钢琴杯”2016
年湖南省键盘音乐大赛启动仪式暨
钢琴教育+互联网主题研讨会在长
沙举行，乐和集团董事长赖志强正式
对外发布平台战略，互联网钢琴第一
品牌卡罗德将携手乐和云服从用户
痛点出发打造物联网教育系统IoT�
FM，进军钢琴物联网+培训市场。

“智能是时代的变革， 会推广音
乐，让更多人回归音乐，而不是取代
音乐。”赖志强介绍，乐和集团将通过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两轮驱动，坚
持开放共享的理念，全方位融合行业

资源，全力为厂家、卖家、培训机构和
学生做服务，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打
造文化消费、 教育服务两个产业群，
最终帮助行业实现创新升级、触网共
赢。

据悉，从一人创业到建立超百人
团队， 从一贫如洗到年销售过亿元，
从草创品牌到获得意大利、德国知名
钢琴制造大师的青睐，并独占互联网
钢琴60%市场份额……常人耗费数
十年心血或许难以企及的高度，赖志
强与他的团队仅用了短短不到五年
时间已然抵达。 ■刘佩 潘海涛

5月19日，第四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开幕。 记者 赵持 童迪 摄

链接

永不落幕的“开在矿井口的博览会”

今天起，你可在书中免
费“求医问药”，相信各种病
情你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另外，电话医生们还提
供了细微周到的免费电话
指导服务。 线上每时每刻都

会有专家为您亲诊、 指导，全
程0元，不收 1分钱。

此举有效缓解了退休老
人看病难、药价贵、不方便出
门就诊买药等实际问题，给
退休老人带来了欣慰。

书中方子的特点：因人
而异，简单易配，就地取材，实
用、实效、省钱。还有很多珍贵
实用的内部资料，拿回家去，
看病不求人，自己变医生。

目前，“电话医生”已聚集
了大量人气，成了老人最喜欢
的咨询平台。 2本新书目前主
要针对于糖尿病、 高血压、心
脏病、气虚血衰等老年疾病。

《脱离糖海百分百》一
书，告诉你一种前所未有的
粉剂脱糖疗法，让粉剂进入
血液， 吸附并带走高血糖，
效果干脆直接， 简单方便，
可为全身并发症器官脱糖！

《心脑三高全治好》一书，
揭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可把

血氧导入心肌的妙法，激活心
肌细胞，使心通脑通，心活脑
活，心脑三高同步治疗。

欲知详情，赶快拨打电
话 400-040-2211 免费领
取！ 每家可领 2本。

对很多老人来说，有
些已知疾病（比如已经查
出来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
病等） 无须在医院里来回奔
波。 他们更需要的是医生对
其日常的求医问药、 治病护
理、保健养生做出一些指导，
如同 114一样， 随便打个电
话就能得到答案。

由此， 一种简单方便的
远程医疗服务———“电话医
生”热线正式诞生，该热线由
40 多位德高望重的中医专
家、大夫、临床经验丰富的医
学界人士组成，试运行三个
多月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

令人意外的是，电话医
生们带来的三大新书，受
到了退休老人的热烈追
捧，成了最新的枕边读
物，爱不释手。 因为 2
本书里记满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新疗法，和实
用的良方、妙方、老偏
方，让人拍案叫绝。

每家可领 2本 400-040-2211
两大新书大赠阅

2本新书：0元为你开妙方！2本新书，记满了
新方妙方老偏方

书中方子：就地取材，实用实效省钱

退休老人的喜讯电话
医生 大新书大发放2

免费领取电话
400-040-2211

新发偏债基金迎中长期建仓良机

相关新闻

湖南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揭牌

乐和集团发布平台战略，
助钢琴行业触网共赢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