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1日讯 今日
下午，2017年东亚文化之都·
中国长沙活动年新闻发布会
在长沙市政府召开。 记者从
发布会上了解到，2017年东
亚文化之都·中国长沙活动
年将于4月18日至20日期间
在长沙开幕。

2016年7月，长沙从全国
三十多个城市之中脱颖而
出，获得“东亚文化之都”殊
荣。 这也是长沙首张国际文
化名片。 据了解， 开幕式期
间， 中日韩三国将推出专场

民族音乐会、 开幕式暨文艺
演出。 作为活动“重头戏”，
“东亚文都·书香长沙” 中国
图书馆第十一届全民阅读论
坛和东亚文化之都文献资源
中心将举行揭牌仪式。

长沙市文广新局党委
书记、局长杨长江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 这些涵盖舞
蹈、音乐、雕塑、电影、美食
等等领域的文化活动，将成
为献给广大长沙市民的“文
都盛宴”。

■记者 龚化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
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
公司（下称“中可华中公司”）
正式投产。据了解，中可华中
公司是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
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南
投资建立的第二家装瓶厂，
也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44
家工厂。

作为华中区规模最大、
拥有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可
口可乐工厂，中可华中公司
将更好地满足华中地区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饮料消费
需求。副省长张剑飞，可口
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 官 穆 泰 康 (Muhtar�
Kent)，中粮集团党组书记、
董事长赵双连共同见证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投产仪式现场， 张剑飞
表示，“湖南省非常重视食品
工业的发展，省、市各级政府
一直在密切关注并努力推动
中可华中公司的建设与投
产，相信中粮集团、可口可乐
两强联手， 一定能够进一步
壮大在湘事业发展， 结出丰
硕的成果。”

穆泰康在发言中强调，
中国是可口可乐全球第三
大市场，可口可乐始终对中
国市场的增长潜能充满信
心，“近几年，中国消费市场

结构变化巨大，我们不断地
深耕市场，力争确保能够在
如此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为
消费者和客户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

他透露，4月初 ， 可口
可乐已基本完成了与合作
伙伴在中国的自有装瓶业
务重组， 而这所新厂也将
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在华中
地区进一步扩充生产饮料
的品类。

赵双连则表示， 中可华
中公司的建成是中粮集团与
可口可乐合作历史上的又一
里程碑， 也是中粮集团布局
华中市场的重要举措，“我们
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企业股
权改革和社会投资， 希望中
粮的企业与广大员工均能在
湖南这片热土上实现更好的
发展， 并为地区的发展做出
更多贡献。”

据了解，作为湖南省食
品饮料行业首批安全标准
化一级企业的中可华中公
司位于国家级望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 占地226.18亩，
总投资3.2亿元。 新厂共计
划建设9条生产线， 目前已
有4条启动生产， 2020年可
实现全部投产。届时，中可
华中公司预计年产将达100
万吨。

中可华中公司的正式投
产， 将进一步提升长沙乃至
湖南食品饮料产业整体发展
水平， 对有效促进和推动湖
南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

■记者 朱蓉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
记者从“国术之光杯”国际珠
宝设计师大赛启动仪式上了
解到， 国术之光国际珠宝巡
回展长沙站将于今年6月9
日—12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届时， 将有海内外
500多家生产销售企业携带
数万件珠宝玉石与长沙市民
见面。

据了解， 此次展会由
国家珠宝玉器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NGTC）现场监督，
旨在将长沙珠宝展打造成
高品质专业珠宝展会。此
外，“国术之光杯” 国际珠
宝设计师大赛也将同期进
行， 海内外众多珠宝设计
师将参赛。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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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助企业驰骋海外

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崛起给经
济全球化“烙上”深深印记。在这一
大背景下， 湘企从产品以贸易形式
进入海外市场， 到打通国内外市场
实现产业链对接， 企业在海外的认
知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技术和资
本助推湘企新一轮“走出去”。

在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
会（B20峰会）上，湖南有4家企业拿
到入场券，华自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麓谷的华自科技有着诸多
名头，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
际小水电中心水电控制设备制造示
范基地” 等。“我们抢占市场的支点
就是创新，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
技术的研发、 创新及注重成果的实
际应用。目前已取得140项专利，海
外承接的项目工程近200个，2016
年实现海外交易额近亿元。”华自科
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些年，国内水
利水电设备制造市场非常激烈，越
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 参与国外
市场的竞争， 华自科技作为民营企
业， 只有拥有领先行业的技术才拥
有话语权。据透露，公司每年投入的
研发费用占到销售收入的6%以上。

在我省，像华自科技一样，靠技
术开路， 以创新引领发展的企业比
比皆是。

稍稍梳理就可看到， 湖南不乏
“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袁隆平
的“杂交水稻”风行世界，国防科大
的“银河计算机”享誉全球，“长沙磁
浮”横空出世，“轨道交通”有口皆碑
……这样的成绩无疑都源于创新二
字。除了这些大牌龙头企业，后起之
秀的发展更是强劲，3月， 星沙产业
基地博士创新创业园正式揭牌，13
个博士创业项目签约入园， 项目涉
及云计算、大数据、无人机、新材料、

裸眼3D等，可以想见，这些带着创
新基因的企业必将成为我省新型产
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

没做过外贸也能“发洋财”

作为湖南商贸市场的领导者，
湖南高桥大市场曾经主要做内贸，
商品多销往市州及农村市场。 在我
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发展战
略之下， 高桥市场成功蝶变成内外
贸结合的国际化批发交易中心。

“体制机制创新，让高桥的商品
由‘卖全省’变为‘卖全球’。”

高桥市场相关负责人张慧介
绍，从去年开始，市场启动实行“旅
游购物” 贸易方式， 将产品销往国
外。去年11月，市场国际商品展示贸
易中心开业， 汇集全球40多个国家
上万种进口商品， 又为国际商品进
入中部市场打通了渠道， 衍生出更
多“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化贸易。

经营厨具多年的刘彩虹说，在
以前，自己都是接的国内的订单，市
场的个体户别说和老外谈业务，就
连面都见不上， 没想到现在的生意
都远做到非洲去了。 现在包括刘彩
虹在内的302名商户有了出口资
质， 市场还引进了多个进出口服务
平台，让从没做过外贸的商户们，也
能轻松“发洋财”。

在业内看来，“旅游购物” 贸易
试点和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都
是我省外贸发展的示范项目， 这是
一种可贵的创新。 张慧告诉记者，
2016年，高桥大市场全年实现进出
口业绩1.5亿美元。 预计到2020年，
高桥大市场进出口交易额将达到
15-20亿美元， 成为我省内外贸融
合发展的创新平台、 开放型经济新
的增长点和商品市场转型升级的新
典范。

2016年11月 ，华自科技海外EPC总包项目在赞比亚启动，赞比亚副总统伊农格·维纳（女）为项目剪彩。

④

创新开放“两翼” 助湘企飞向全球
驱动湖南加快发展 不少企业已成创新开放的受益者，揽下亿元海外市场

“省委决定在下半年召开开放崛起大会， 出台一批政策文件，奖
励一批开放先进。”这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近日主
持召开的开放崛起座谈会透露的信息。座谈会还明确，将以省委、省
政府层面提出统筹推进“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451”计划，并
将审议《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的意见》，届时省商务厅牵头制定的开放崛起《规划》、《意见》及《考核
办法》将根据省委意见修改完善后一一出台。

“湖南省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
略，湖南对开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如是表示。

创新、开放，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将驱动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发展愿景加快实现。

两会期间， 湖南代表
团召开全体会议并向媒体
开放。 创新发展也成为媒
体关注的焦点。

湖南为何提出“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将如
何保障其实施？

杜家毫表示，“创新”
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开放” 是我们不断发展
的重要经验。湖南有创新
的传统和基础。“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是湖南人
创新气质的体现。 近年
来，全省特别是长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涌现
出杂交水稻、 天河计算
机、磁悬浮列车技术等一
批享有国际盛誉的创新
成果。当前，互联网经济
蓬勃发展，涵盖了许多创
新技术和模式。湖南在实
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必
须在创新上有所作为。

目前， 湖南正处在东
部产业向西部产业转移的
过渡带中， 处在沿海经济
带与长江经济带接合部
上， 毫无疑问需要坚持开
放的理念。 湖南要以更广
阔的视野、 更加开放的胸
襟、更好的环境迎接挑战。
坚持在开放中创新、 在创
新中开放， 使创新和开放
真正成为引领湖南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记者 杨田风

数万件海内外珠宝6月亮相长沙

“东亚文化盛会”下周长沙开幕

华中地区最大可口可乐装瓶厂投产
关注

创新开放带湖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