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巨人”能举900吨，挖掘机一斗10吨
全球企业来参展，本土品牌重磅出击，多款顶级装备在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首秀

———聚焦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力量之都
“智”造新高

无人机、热气球、动力伞……
精彩飞行表演只等你来
2021湖南(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将在长沙、株洲举行

本报 5月 17日讯 今日 ，
WGDC2021第十届全球地理信
息开发者大会活动举办方召开
了媒体沟通会。本届WGDC大会
首次在长沙举办，百位大咖将重
点讨论数字新经济、 商业航天、
未来城市、未来交通、人工智能
等新兴业态，还将发布《2021地
理空间产业趋势报告》 和《2021
湖南地理信息科技创新白皮书》
两大重磅报告。

据介绍，WGDC大会自2012
年创办以来，已经在北京连续举
办了九届，被誉为“科技与产业
创新风向标”。 作为具备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产业跨界盛会，第十
届WGDC大会首次走进科技新
城长沙。本届大会的举办时间为
5月18日至19日， 由湖南省自然
资源厅、长沙市人民政府、泰伯

网主办， 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委、
天心区人民政府、天心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大会
聚集了数百位地理信息领域学
术界领军人、 产业界领袖以及
相关政府机构重要领导人，共
议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产业
变革与发展。与此同时，还推出
了十周年特别策划，包括十大热
门议程板块、 十位大会特邀院
士、十位全球青年科学家、十大
杰出开发者团队、十大热门展区
及十年之约·WGDC十周年颁奖
晚宴等。

地理信息是助力数字经济
和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
更是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数字
基础设施。2020年， 湖南省地理
信息产业总值规模达320亿元。

其中，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产值85
亿元， 综合实力在全国稳居前列。
本次大会首次走进科技新城长沙，
将成为助力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
发展的崭新起点。

WGDC大会在北京连续举办
九届，第十届为何会选在长沙天心
区？对此，泰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刘玉璋表示，湖南在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中是最积极的，产业链从
上游到下游越来越完备，政府也特
别重视。此外，长沙有很好的人才
资源优势以及人才政策， 房价低、
收入不低，这很适合地理信息产业
的发展， 这也是选择在长沙举办
WGDC�大会的原因。 借助大会的
影响力，将把湖南打造成为全球地
理信息创新高地，并持续赋能湖南
地理信息与数字经济发展。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典航

本报5月17日讯 今天，省政
府新闻办在新湖南大厦举行
2021湖南(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博
览会(简称“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湖南 (国
际)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
16日至18日举行。会场设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 株洲芦淞机场设
有动态飞行表演分会场。

据悉， 这是我省通航领域首
个专业化国际性博览会，以“通航
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以“论坛+
展览+飞行表演”的方式，精心策
划了“1+2+8+N”项活动内容，将
搭建集展览展示、贸易洽谈、科普
宣传、 互动体验为一体的通用航
空产业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平台。

博览会展览展示分为静态展
和动态飞行表演， 采用“静态+动

态”、“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创新构建“云展会”平台。静态展位
于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规划展览面
积6万平方米，由通航制造、通航应
用、通航体验、通航科普四大展区组
成，将全面展示通用航空生产制造、
应用体验、运营服务等通航产业全
产业链，多角度展示各类应用场景
及成果。动态飞行表演位于株洲芦
淞机场，将邀请知名航空表演飞行
队，组织无人机、热气球、动力伞等
各类飞行器进行专业的飞行表演，
现场展示飞行器性能和应用效果。

博览会期间， 将举办开幕式
暨中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拓展论
坛一场主体活动， 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论坛、通用航空发展论坛、
湖南航空制造业合作对接会、通
航产业生态建设论坛、 中美通用

航空研讨会、无人机专业化服务与
智慧城市建设论坛、中国电动航空
论坛、第六届全国航线飞行员训练
研讨会等8场专题活动， 以及新品
发布会、企业对接会、业务培训会、
青少年航空体验日、 科普讲座、参
观考察等N场配套活动。

目前，本届博览会各项筹备工
作有序推进。

据悉， 本届博览会是我省抢抓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机遇， 大力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
对推动我省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
展，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具有重要意义。 博览会由湖南省贸
促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省机场
管理集团、长沙市人民政府、株洲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记者和婷婷

百位大咖“湘”约长沙，共话新兴业态发展
助力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WGDC大会今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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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下午， 长沙的天
空下起小雨，但这丝毫没影响
到各参展商布展的火爆程度。
一进展馆，一台高178米、一身
绿装的超大型履带起重机赫
然引入眼帘。据悉，这台“绿巨
人”是中联重科ZCC13000，也
是本届展会第一个进入展馆
的参展产品，当时由40多台平
板车同时装运而来。

“这是中联重科的4.0产
品，在国内首创采用双臂架设
计，额定起重量220吨，最大起
重量达900吨， 适用于大型风
电设备吊装。” 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组委会项目总监张飚
介绍，作为镇馆之宝，这款“绿
巨人” 的智能化程度也很高，
通过手机APP可对设备工况
进行监测。据介绍，中联重科
本次将以3150平方米的室内
面积、5430平方米的室外面
积，全面展示中联重科4.0全智
能化产品， 涵盖混凝土机械、

土方机械、起重机机械、桩工
机械等。

“这是一款被誉为‘田园
金 刚 ’、‘打 土 冠 军 ’ 的
SWDM160H2旋挖钻机。”山
河智能现场工作人员指着眼
前一台设备说，该产品还可配
置一键倒桅立桅功能和一键
抖土功能， 智能化程度高。本
届展会，山河智能将带来工程
装备、航空装备、特种装备三
大领域的50余款展品，不仅包
括创下国内九个第一的“阿若
拉” 轻型运动飞机、“矿山猛
士”SWE600F、5G智能高空作
业车、一体化潜孔钻机、伸缩
臂履带起重机、 盾构机等产
品，还有多款无人化应急救援
装备。

此外，当天记者还看到三
一集团、星邦重工、铁建重工
等著名的湖南工程机械企业
带来了他们最新、最豪华的产
品阵容。

5月17日，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正紧张布展。 胡锐 摄

本 报 5 月 17 日 讯
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
览会开展在即。届时，将有
哪些国内、国际巨头参展，
他们将带来哪些最新产
品，展示哪些最新技术？今
天，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提前为
你揭秘。（扫报眉二维码看
视频）

在展馆内， 一台长12米、
高约5米的挖掘机甚是夺目。
这是日立建机EX1200超大型
液压挖掘机，也将是今年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上最大的挖
掘机展品。为了赴展，这款重
达120吨的挖掘机从日本出
发，到达天津港后，再经陆路
运至长沙。“当时用了4辆平板
车才运过来。” 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台超大型挖掘机主要
用于矿山作业， 斗容量7立方
米，相当于一斗下去就能把一
辆10吨的货车装满。

“漂洋过海过来参展，正是
因为他们看重了中国市场，看
重我们展会的影响力。”张飚表
示， 超大型挖掘机以往只出现
在德国宝马展、 法国巴黎展等
国际大展上， 这次亮相充分说
明长沙工程机械展的行业认可
度在不断提升。据介绍，作为全
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日立

建机是第二次参加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 这次共带来4件展
品，除超大型液压挖掘机外，还
有配备智能化液压系统的打桩
机、 专为土方作业打造的小型
液压挖掘机新品以及受市场欢
迎的明星机型。

除了日立建机外，还有卡
特彼勒、利勃海尔、斗山、现代、
阿特拉斯、特雷克斯、住友建
机、柳工集团等省外、国外的
工程机械巨头蜂拥而至，其中
包括32家全球工程机械“50
强”。参展企业中，湖南省外企
业占71%， 国际企业参展面积
超过总面积20%。 而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新秀， 奔驰重卡、
日本五十铃、潍柴动力、壳牌
中国、 埃克森美孚等6家世界
500强企业将首次在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上“一显身手”。

■记者 胡锐 潘显璇
视频 严德赢

全球企业漂洋过海来参展

本土品牌携豪华产品重磅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