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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上
午，由清华大学、国家能源互联
网产业及技术创新联盟主办，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公司承办的，以“泛在能源，智
慧互联” 为主题的2019年国家
能源互联网大会在株洲开幕。
来自业内政产学研用的近300
名嘉宾聚焦能源互联网技术研
发应用。30余名专家嘉宾进行
主旨演讲和主题交流， 共商能
源产业新发展。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车株洲所首席科学家丁荣军
说：“电力电子是能源互联网的
物质基础，关系到能源产业链的
安全问题。构建完整的电力电子
产业生态圈，对于能源互联网的
进一步建设将具重要意义。”

“进军能源产业是中国中
车振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
战略决策之一。”中国中车副总裁
王军在大会发言中表示，“预计在
不久的将来，风电产业将成为中
车继轨道交通产业之外的又一
个产业支柱。”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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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建行常德市分行
营 业 部 来 了 两 位 特 别 的 客
人———外国友人詹姆斯和他的
中国太太。 詹姆斯因为热爱中
国，曾被央视国际频道《我爱你
中国》栏目报道过，湖南省人民
政府也授予他“潇湘友谊奖”。办
业务时，建行网点员工小戴第一
时间认出了他，小戴对詹姆斯竖
起大姆指， 与他们深切交流起
来，与此同时，小戴还给他们介
绍了建行特色的“劳动者港湾”，
建议他们办完业务去看一看。

在劳动者港湾，小戴现场给
詹姆斯夫妇讲解起建行的社会
担当和劳动者港湾的主要功能，
跟他们分享自己亲身经历的一
些温暖故事，比如，建行劳动者
港湾帮助走失儿童回家、 冒着大
雨送外卖的快递小哥在“劳动者
港湾” 热饭……詹姆斯听得津津
有味。小戴还介绍，建行常德分行

营业部的劳动者港湾还有专门的
母婴室和便民设备， 劳动者们可
以在建行劳动者港湾歇脚、充电、
热饭、阅读，还可以在这里喝上热
茶。随即，小戴给他们倒上热茶。

詹姆斯说，“在英国你根本
喝不到热水，全是凉水，更不用
说银行会有这么方便温馨的功
能和服务，这在英国是绝对做不
到的，我们英国都没有这样的好
地方。”詹姆斯受央视邀请，十一
还将参加国庆庆典，他表示一定
将建行劳动者港湾介绍给他认
识的每一个人。

承社会责任， 行大行担当，
心系百姓利益， 情暖劳动群众，
“劳动者港湾” 这一极具建行特
色的服务新模式，不仅展示了建
行作为国有大行服务民生的初
衷，也展示了建行用金融力量解
决社会痛点、建设美好生活的努
力和担当。 经济信息

外国友人点赞湖南建行劳动者港湾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鼎颂中华·长沙铜官陶瓷
艺术展”在长沙规划展示馆开幕，
五十余名陶瓷艺术家、书画家、金
石篆刻家精心创作了二百余件艺
术品现场展出， 展期持续至9月25
日，免费面向全社会开放。此次展
览由长沙市湖湘文化交流协会主
办，共分为“鼎颂中华”“群壶贺寿”
“鼓舞天下”“平安中国”四个主题。

展馆现场， 青年雕塑家金和
浩先生精心制作的《鼎颂中华 祖
国万岁》《〈红鼎铭〉 铭文陶鼎》两
尊陶鼎 ， 每尊高 128cm、 直径
80cm，是目前国内器型最大的陶
鼎。其中一尊鼎身饰以鸽子、十二
生肖、摩羯，将世界和平文化使者
与中国的鼎文化、十二生肖文化、
龙图腾、碑文相结合，展示出国际
视野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吸引众
多观众的目光。

“古镇雄风”陶鼓是这次群众
文化活动的一个亮点。 该鼓直径
160cm，是中国最大的陶瓷鼓。作
品以铜官陶土为原料， 用传统工
艺陶器制作，由刘自力、谢福祥、
李仁创作。 鼓面是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的统一标志， 鼓身装饰有
天安门、长城等图案，整个造型以
“鼓” 象征着伟大祖国的繁荣昌
盛，新的征程即将起航。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卢旭彬

这个“十一”
去醴陵“淘”瓷吧
瓷博会20项主题活动
等你来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2019
中国（醴陵）瓷博会将于9月28
日-10月3日在株洲醴陵举行。
展会共策划了“五彩醴陵·寻源
之旅”快乐购、陶瓷传统手工艺
流程展演、陶瓷产品大赛、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醴
陵艺术陶瓷精品展、“五彩瓷宴”
国潮美食节等20项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

本次瓷博会共设有五个展
馆，分别是国内陶瓷1馆、国内陶
瓷2馆、醴陵陶瓷馆、国际陶瓷馆、
陶瓷综合馆，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
米，标准展位1350个，展品涵盖国
内陶瓷各产区、 各瓷种和国际陶
瓷各企业、各门类，涵盖了陶瓷产
业上下游的全产业链。截至目前，
已经有北京、云南等19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429家国内陶瓷企
业参展，同时还吸引了来自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21个国家的58家
外籍企业。

此前， 醴陵瓷博会已顺利举
办了三届，随着影响力逐渐扩大，
成为国际国内陶瓷产业界的一件
盛事。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钟丛宇

“黑加仑40元一斤，葡萄干
28元一斤， 都是精心挑选的优
质产品。”9月20日上午11时，
在新疆展馆， 展台上摆放的各
种特产吸引了众多来此询价、
试味、购买的市民，工作人员忙
得不亦乐乎。记者注意到，新疆
展馆还在现场架起了烧烤炉，
现烤羊肉串售卖， 现场排起了
长队。

在宁夏展馆， 摆放在最显
眼位置的特产是枸杞， 来此选
购的市民同样很多。“宁夏是枸
杞原产地，已有500多年栽培枸
杞的历史，当地的枸杞色艳、粒
大、皮薄、肉厚、籽少、甘甜，品
质非常高。 此次我们组织了12

家宁夏企业参展，带来了枸杞、
苦荞茶、 皮草等多种宁夏名优
产品。”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
副厅长陈志伟介绍。

随着食餐会影响力逐年提
升， 展会得到国内外企业的积
极响应。数据显示，此次共有四
川、江苏等31个外省、市、自治
区展团来湘参展， 外省组团来
湘参加食餐会个数创下历届之
最， 各地名优特食品和餐饮集
中亮相长沙。

除了全国各地名优特产
外，还有澳大利亚、卢旺达、巴
西、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越
南、奥地利、泰国等14个国家和
地区在现场设置了国家馆。

世界美食“湘聚”长沙：31个省、市、区组团来参展，首设14个国家馆和湖南特色馆

周末逛吃有去处，食餐会让你饱口福
波士顿龙虾、泰国榴莲、宁夏枸杞、攀枝花芒果……

9月20日，2019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简称2019食餐
会）正式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各种特色美食琳琅
满目。据了解，展会免费对公众开放，将持续到22日，想品
尝采购美食的市民， 可以前往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边逛边
吃。 ■记者 潘显璇

此次食餐会还首次设置了
湖南形象馆， 不仅通过图文展
现了湖南食品、 餐饮千亿产业
的发展历程及成就， 还展示了
湖南省地理标志性、著名品牌、
老字号产品。记者注意到，九芝
堂、唐人神、酒鬼、明园蜂业、舜
华鸭业等14家省内龙头企业都
在湖南特色馆中精彩亮相。

从展会首日的情况来看，

湖南省内各个市州的展馆都
独具特色、人气十足。中餐时
间，在常德馆前，来此购买津
市米粉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在
邵阳馆，来自城步苗族自治县
的苗家姑娘身穿苗族服饰载
歌载舞，引发众多市民围观拍
照，同时，她们还在现场制作
当地美食油茶，也吸引了不少
人尝鲜。

外省组团参展数量创新高

湖南形象馆首次亮相食餐会

国内器型最大陶鼎、陶瓷鼓亮相长沙
铜官陶瓷艺术展开幕，汇聚50余名艺术大家的200余件艺术品

大咖齐聚株洲
共商能源互联网“新发展”

9月20日，市民在食餐会现场流连忘返。 记者 潘显璇 摄

9月20日，在2019食餐会第
三届湖南名优特新粮油产品推
介会上， 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
147家企业集体亮相，吹响抱团
发展“集结号”。本届食餐会湖
南粮油展位面积达到7000平方
米，占总展览面积的1/10，展品
包含米、面、油、杂粮及各种粮
油制品等200多个品种。

近年来，湖南通过大力实施
“粮油千亿产业工程”、“湖南优质
粮油工程”和以“扶大扶强扶优扶
特扶品牌”等全力推进粮食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
2018年， 全省实现粮油加工业总
产值1453.8亿元， 增幅达6.8%，居
全国第八位。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钟丛宇

湖南粮油产业吹响抱团发展“集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