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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还将
举办全球高端制造业大会、“一
带一路” 基础设施与工程装备
商务峰会、 工程机械产业链发
展大会等30多项配套活动，
100多名全球知名企业CEO及
20多位两院院士、行业专家、技
术权威将出席， 预计吸引全球
15万人次观展参会。

此次展会以“智能化新一
代工程机械” 为主题， 吸引了
1150家企业参展，其中包括24
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主机企
业，国际展商比重超过22%，24
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主机企业
的亮相， 更是让此次展会变得
“星光熠熠”。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会不仅
有全球工程机械排名第一的卡特
彼勒、第三的约翰迪尔、第四的日
立建机、第九的斗山、第十一的特
雷克斯等国外知名企业， 而且排
名第十八的美国凯斯此前从未在
中国亮相， 此次在长沙参展是其
中国“首秀”。

同时， 本次展会的中国元素
展现了不折不扣的中国力量，看
点十足。中国工程机械“排头兵”
徐工集团， 携带十多台起重机械
等拳头设备参展； 三一重工是本
届展览会最大的参展商； 中联重
科的一款履带式起重机， 最大的
起升高度近180米，是全场个头最
高的展品。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开幕 杜家毫宣布开幕 许达哲致辞

致力打造工程机械世界级产业集群

■记者 潘显璇

5月15日，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这是我省迄今举办的国际化程度最高、行业影响力最
大的专业展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宣布展览会
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由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主持，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致辞， 汤加王国驻华大使陶阿伊
卡·乌塔阿图、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南苏丹驻
华大使约翰·安德鲁加·杜库，省领导张剑飞、何报翔、
张健等出席。

许达哲在致辞中表示，湖
南将工程机械产业作为全省重
点发展的三大产业集群之一，
纳入制造强省、 创新型省份建
设重要内容， 制定出台一系列
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
的政策措施， 聚集了一批优势
制造企业， 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工程机械产业基地。 工程机械
产业已成为湖南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的重要支撑、 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品牌。
此次展会将为全球工程机械行
业深化交流、扩大合作，实现创
新发展提供重要平台。

同时，许达哲表示，湖南
将致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提升产业智能制造水平、增强
企业竞争力， 力争到2020年

工程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过2100亿元， 诚挚欢迎海内外
工程机械龙头企业、 关键零部
件企业、 科研院所和专家来湘
投资发展。

辛国斌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
对本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他说，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风
起云涌，充满机遇和挑战，工程机
械行业各位同仁要登高望远、携
手前行， 共同探索新技术、 新业
态、新模式，推动产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同时积
极向农机装备、 自然灾害防备技
术装备、冰雪装备等领域拓展，探
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期
待通过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这一平台，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
一起播种合作的种子， 共同收获
发展的果实。

24家全球前50强闪耀星城

产业规模明年力争超2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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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占全国1/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介绍， 机械工业是我

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工程机械作为机械工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点
产业。目前，湖南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主
营业务收入约占全国总量的26%，居全国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首位。

记者了解到，“工程机械全球50强”湖南占了4席，分别是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并且4家企业全部集聚
在长沙，正逐步形成工程机械发展的“湖南特色”和“长沙现象”。
2010年至今，湖南省工程机械产业规模都保持全国第一。

5月15日，观众在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中联重科展
区参观。 记者 徐行 摄

分会场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由中国机电产
品进出口商会和长沙市政府承办的“一带
一路” 基础设施与工程装备商务峰会在长
沙举行， 围绕国际投资建设的现状、“一带
一路” 国际基建和工程装备的需求企业案
例等进行了探讨和分享。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
所所长刑广程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为题进行了演讲。

副省长何报翔在致辞中指出，湖南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湖南深入
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充分发挥区位
产业人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当前， 与湖南建立经贸的地区达到
200多个， 从湖南发往中欧的班列开行线
路11条，物流覆盖30多个国家。2018年，湖
南对外贸易额增长6.5%， 投资增长了
19%。

湖南在“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达到了
840家，其中湖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配式
建筑住宅产业优势突出，合作基础扎实，潜
力巨大。具体说来，工程装备畅销全球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装配式建筑技术
和产品，远销“一带一路”20多个国家。

2018年湖南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达
到84.6亿美元，增长了20.1%。

■记者 潘显璇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工程装备商
务峰会
840家湘企投资“一带一路”

工程机械产业链发展大会预言
长沙必将成世界工程机械重镇

本报5月15日讯 今
天， 在2019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开幕之
际， 工程机械产业链发
展大会在长沙举行。全
国政协常委、 中国工程
机械学会原理事长郑惠
强，省委常委、省政府党
组副书记谢建辉出席并
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伯云出席。

本次大会以“深化
产业合作交流， 共建产
业发展生态”为主题，由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
国工程机械学会、 湖南省
工信厅联合主办。

郑惠强表示， 湖南把
工程机械这个具有战略意
义和长期价值的行业，作
为重要支柱产业长期全力
推进， 一批企业强势崛起
并进入世界工程机械50强
行列，展示了湖南省委、省
政府的远见卓识， 相信未
来的长沙必将成为世界工
程机械的重镇和集聚地。

■记者 曹娴

在“地下”创造更多的奇迹
首届地下工程技术与装备湘江国际论坛举行

本 报 5 月 15 日 讯
作为2019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览会重点配套活
动， 首届地下工程技术
与装备湘江国际论坛今
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围绕隧道智能建造、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地下
工程装备智能化技术
等议题，为中国高端地
下装备研发、地下工程
智能化数字化建设献
计献策。

向地球深部进军，
是全球面临的重大科学
难题与技术挑战。 中国
作为全球地下工程建设

的主战场，地铁隧道、水利
隧洞、铁路隧道、城市地下
大空间等项目的建设，为
地下工程新技术、 新装备
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

“开发地下空间，有很
多技术问题， 比如狭小的
空间里怎么开发地下空
间？地下空间规划技术、规
划理念都要有创新。”我国
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知名
专家陈湘生在作主题演讲
时表示， 地下空间的科学
合理开发， 将解决城市发
展转型过程中的资源问
题、承载力问题。

■记者 黄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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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尔展区， 精密的发动机吸引参展
者围观。 记者 刘桂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