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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率队参观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展览时强调

贵州省交易团采购需求发布会暨项目洽谈签约仪式举行

加大招商引资
推动对外开放

6家企业签约 总金额超16亿

本报讯 11 月 6 日，省委常委、贵
阳市委书记赵德明率队参观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展览， 强调要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将国内外先进技术、产品
和服务引入贵阳， 全力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先进制造业加快
集聚发展。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
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志明、市委常委、
秘书长刘本立陪同参观。
当天下午， 赵德明一行参观了国
家馆、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消费电
子及家用电器、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
展区等展馆， 与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
表处、 韩国贸易协会等机构就扩大开
放合作交换意见，并与陶氏化学、松下
电器、三菱新材料、那智不二越、卡尔
蔡司、艾默生、美国 UL 公司等企业负
责人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展品及企业
发展情况。
在陶氏化工展台， 赵德明仔细查
看水性环保材料、人造草皮等展品，强
调将大力做好配套支持， 加快推进陶
氏化工在贵阳的项目落地， 期待双方
合作向更宽领域延伸。 来到松下展馆
区，赵德明观看了透明 OLED 电视等
明星产品以及日用家电产品， 仔细询
问智慧制造的整体解决方案，他指出，
松下公司的家电、数码视听电子、办公
产品等享誉全球， 希望企业适时与贵
阳开展产业项目合作。
在蔡司集团展台，赵德明详细了
解该公司在半导体、光学系统、工业
测量仪、医疗设备、眼镜镜片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 仔细查看展出的相关
产品，并与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
限公司 高 管 团 队 进 行 深 度 交 流 ， 希
望依托 贵 阳 在 大 数 据 领 域 的 优 势 ，
推动双方在检验检测、 镜片生产个
性化定制等方面加快合作。 来到艾
默生展区， 赵德明详细了解爱适易
食物垃圾处理器项目情况， 表示该
项目是 厨 房 革 命 中 的 先 进 技 术 ， 希
望有机会开展合作。 在乐高展区，赵
德明指出，该项目市场需求巨大，要
进一步强化对接。
参观中赵德明指出，当前，贵阳正
把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促进新
旧动能转换、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 积极抢抓 “
一带一路” 机
遇，面向国内发达地区、欧洲、日韩等
扩大招商引资。 全市上下要不断强化
项目研判和市场分析，坚持“
走出去”
“
引进来” ，力争引进一批以消费品为
主的中高端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助
推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涵盖了液压件、硫磺、钾肥、生活用品等产品
本报讯 11月 7 日， 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贵州省交易团采购
需求发布会暨项目洽谈签约仪式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6 家贵州企
业与美国、瑞典、新加坡、日本、印度、
加拿大展商现场签约 7 个新项目，签
约金额达 16.35 亿元人民币。 其中贵
阳市四家企业与美国、瑞典、日本等
境外企业成功签订了购买合同。
现场来自贵州省交易团成员、
企业代表及法国、新西兰、俄罗斯、
英国、日本等 11 个国家境内外客商
100 余人，参加发布会并见证了签约
过程。 贵州省卫生计生委、贵州詹阳
动力重工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实业
有限公司、 贵州新蒲几米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独山金孟锰业集团公司
负责人， 分别发布了全省医疗卫生
行业、企业采购需求。
在接下来的项目签约仪式上，
贵州开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贵
州汉邦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黔东南
州开发投资公司、 贵州省灵峰科技
产业园有限公司、 贵州权商慧科技
有限公司 6 家贵州企业， 分别与美
国英能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瑞典
裕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印度艾迪
欧巴里耶茶叶有限公司等企业，共
签约新项目 7 个，涵盖了液压件、硫
磺、钾肥、生活用品等产品。（刘辉）

●相关阅读

瞄准“
高精尖”
买家频频下单
11 月 7 日，首届进博会进入了
第三天， 贵州省交易团贵阳分团的
四家企业成功在 “贵州省交易团采
购需求发布会暨项目洽 谈 签 约 仪

式” 上，分别签下购买大单。 现场更
多的企事业单位进馆观展， 精确瞄
准“
高、精、尖” 产品，频频下单。
当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许国勇与瑞典裕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东共同签下
近 6000 万元的购买大单时，两人的
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作为诞生了中国第一台机械式
和轮式液压挖掘机、 中国第一台国
产大型极地科考运输装备全地形南
极车的詹阳重工， 一直追求行业的
“
精、特、优、专” 。 许国勇告诉记者，
公司刚刚签下的一批国际领先的液
压件， 必将助推企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打造智能制造，让产品更具国
际竞争优势。
当日不到中午时分， 贵阳市第
四人民医院设备科的朱小青也传来
好消息， 成功签下 20 万美元的医疗
器械，接着又拿下多笔订单，包括高

档彩色超声诊断仪、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 X 线系统、眼科光学扫描仪，总计
成交 252 万美元。 当天下午，西门子
公司专门为贵阳市四医在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举行了签约仪式。
据该院院长杨晓秋介绍，医院为
正在修建的大楼添置新的医疗设备，
可以说是满载而归。进博会搭建了非
常好的平台，第一时间和世界上最顶
尖的医疗设备供应商零距离，有的放
矢购买了适合医院特点和学科优势
的设备，将更好地服务患者。
而在 6 日，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省人民医院也向美国 INTUITIVE 公司购买了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 “
黑科技”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集
三维高清视野、 可转腕手术器械和
直觉式动作控制三大特性， 广泛应
用于复杂的外科手术。 截至今年 10
月，全球已有 4000 多台达芬奇手术
系统在临床使用。
刘辉

全球美食汇聚——
—

感受“舌尖”上的进博会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善于享受美味的国人自然
不会错过来自世界各国的美食。
这次,博览会上单独设立了
一个食品及农产品展区,面积达
6 万平方米, 是汽车展区面积的
两倍,和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面
积相当。 即便是这么大的面积,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仍是人头攒
动,颇有些拥挤。 不少展位出现
了排队的人群,或是免费品尝咖
啡,或是等待尝鲜肉食,或是准
备体会有机奶的风味……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 8 号馆
法国猪业联盟和法国畜牧及肉
类协会展台。 尚未靠近,已闻到
阵阵肉香,展台前已有不少观众
排队等候品尝来自法国的牛肉。
电视里则播放着法国牛肉从当
地饲养到运送到中国的整个过
程,突出品质保证。
不一会儿,人潮突然涌动。原
来, 法国农业部长纪尧姆来到现
场,亲自为法国肉类产品站台。纪
尧姆赞赏了进博会展现的中国
经济继续开放的决心。他大声说,
法国牛肉已经来到中国, 用于满

足中国人对高端肉制品的需求。
今年访华期间,法国总统马克
龙和中国政府签订了扩大牛肉出
口的协议,法国人迫切希望将这一
协议转变为实实在在的销量,来自
法国的牛肉希望在中国找到新的
增长点。 这次,第一批牛肉不仅来
到了上海,还送到了北京。
与法国人同样迫切的是来
自南美的巴西。 6 日,在上海的
金茂君悦饭店,专程赶来的巴西
农畜牧业及工业部联合巴西出
口投资促进局展开了一场中巴
企业投资者合作的圆桌会,分享
巴西农业产业的优势。 记者注
意到, 前来参展的巴西企业里,
食品和饮料行业最多,约占四分
之三。
进博会期间, 来自法国、新
西兰、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
肉类行业组织及中国、 英国、美
国、巴西、丹麦、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肉类生产商、贸易商、经销商
共 300 多位代表还将召开业界
交流大会,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华
肉类数量占中国进口肉类总量
的 90%以上。
据新华社

参观者品尝来自西班牙的火腿

一位参观者用手掌与来自澳大利亚的皇帝蟹“
比大小”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
传统文化活动。 现征集热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
文化软实力思考·系列讲座（八)
时间： 11 月 10 日（周六）09:
30-12:00
主题：谈历史发展的多重动因
主讲人： 徐圻（贵阳孔学堂学
术委员会执行主席；贵州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贵州省哲学
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
院特殊津贴和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贵州省首批“
核心专家” ）
时间： 11 月 11 日（周日）09:
30-12:00
主题：国学经典激发人生正能量
主讲人： 蔡顺华（中国演讲协
会副会长、中国金口才教育中心演讲
教授、 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客座
教授， 语文特级教师，《语文教学通
讯》封面人物，《春晖》杂志社执行主
编，《演讲与口才》 杂志社原常务副
主编。 1984 年 7 月 31 日登上《光明
日报》 全国优秀知识分子光荣榜，
1986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获国家人民教师奖章。 2011 年 6
月荣获中国当代演讲事业杰出贡献
奖。2014 年 5 月被评为中国六大演讲
家。著有《春晖孝能量》《口才的魅力
与修炼》《演讲与说话艺术辞典》
《又是桂子飘香时》等 9 部著作）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孔学堂”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 ：gyconfucianism， 添 加 并 关 注
“孔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
菜单“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
统 （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
及市民网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
科进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
0851-83617687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
-11 月 9 日 （上 午 :09:30-12:00
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讲座结束后，市民可
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对国学的
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
（gykxt928@163.com）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cn)，优秀的文章我们
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行刊
登， 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
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进行
讨论，群号为：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 年 11 月 5 日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
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
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
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
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
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

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
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
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
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
理。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
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市司法局 市法宣办 贵阳晚报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