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现场 张志红 摄

2019�年7月29日 星期一

要闻

YAOWEN

A

02

编辑／版式 彭寻启 校对／ 蒋珺

2019年 7 月中旬至年底，贵阳市政府系统组织开展“找差距、转作

风、强本领、优环境、促发展” 专项活动，现将监督举报电话公告如下：

1. 举报内容： 全市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 “慢”“拖”“推”“躲”

“浮”等作风问题。

2.监督举报电话：0851-87987811。

贵阳市政府系统“找差距、转作风、强本领、优环境、促发展”

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7月 25日

关于公布贵阳市政府系统“找差距、转作风、强本领、优环境、促发展”监督举报电话的公告

■展会速递

首届贵阳工博会圆满闭幕

本次工博会的参展展品中，不乏

令人骄傲的贵州之最、甚至是全国最

强， 不仅代表了贵州工业制造水平，

还为国内同行业带去了最先进的前

沿技术。

永磁提升机

全球最先进

北广场展出的永磁内装式提升

机由贵阳高原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生产， 属我省创新科技成果,

是全球首台永磁内装式提升机。与传

统提升机电机相比,永磁内装式提升

机在多项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可以

完全替代同类进口设备, 能减轻煤

矿、金属矿、非金属矿地面或井下提

升作业的难度,不仅是贵州工业取得

的新成就,也标志着矿井提升机技术

进入新时代。

与传统提升机电机相比, 该产品

主机重量减轻 45%, 占地面积减少

50%,效率提高 30%。 同时,调速精度比

传统提升机提高 100倍， 还具有噪声

大幅降低、杜绝飞车事故等优点。

“砌墙生产线”

填补国内空白

3号馆展出的移动式装配式砌块

墙制造中心，不仅弥补了国内空白，节

约了 80%的抹灰工人力， 在全球也是

领先的。

移动式装配式砌块墙制造中心由

贵州兴贵恒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研

发， 该公司总规模生产砌块装配式墙

体 2000万平方米。这一技术可以在不

同的建筑工地实现快速拆卸与安装，

在塔吊的有效辐射半径内进行墙体砌

筑，并由塔吊或吊车直接进行吊装，减

少运输及多次转运对墙体带来的质量

损坏。

运用该款设备进行墙体砌筑，一

个项目可减少 80%砌筑抹灰工， 大大

减少人力成本。 而且原材料采用建筑

垃圾， 有效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保节

能。这一技术实现了由砖（砌块）向墙

的跨越，填补了国内“砌体装配式建

筑的空白” ，并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制造掘进机

西南地区唯一

在北广场展出的贵州誉创机械

有限公司展品 EBZ160 型掘进机，不

仅是贵州唯一的，而且该公司也一举

成为整个西南地区为能够制造掘进

机的厂家。 7月 27日，该公司与省内

三家煤矿现场签约， 交易额近 8000

万元， 签约内容主要是在掘进机、采

煤机等项目，在掘进、支护、截齿等方

面开展合作。 另外，三家隧道公司也

对该公司生产的掘进机产生意向，前

来洽谈采购事宜。 据了解，之前我省

矿山企业采购此类机械要到山东等

地订购。

本土民营企业

也能“造飞机”

“我们的飞机主要用于民用，比

如私人飞行、景区观览等” ，2 号馆展

区“自由莺” 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贵

州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

制造的 GGAC-100 型单发双座轻型

运动飞机，也是贵州首家民营企业制

造飞机。

这家企业主要以飞机制造和通

用航空机场运营服务为主，通过引进

国外飞机研发与制造技术，投入研发

资金 5000 多万元，经过 5 年努力，目

前已具备 2 座和 5 座轻型飞机设计

和制造的能力。GGAC-100型整机采

用(炭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用技术

引进 + 消化 + 自主创新的方式，拥

有产品自主知识产权 。 自由莺

GGAC-100型将在今年底完成试飞，

该公司已与多家单位签订购机意

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工博会上 那些先进的“贵州制造”

7月 27日下午，“行走的课堂”

贵阳晚报小记者本周第二场主题周

末课走进贵阳工业博览会会场，领

略科技魅力、感受 70 年来贵州工业

发展激情与速度。 带团的聂老师一

路讲解，晚报小记者收获满满。

开始探访前， 聂老师嘱咐小记

者们：工业博览会展出的，是贵州工

业生产水平的代表， 从我们特色的

烟酒茶、辣椒等特色食品，到飞机、

导弹等高科技产品都有。 进入综合

馆， 正在进行的产品设计大赛和机

器人展示马上吸引了小记者们———

机器人跳舞、打架子鼓、在生产流水

线作业等，动作是那么精准和灵活，

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来到汽车和航工航天馆， 多辆

贵州新出的电动等新能源汽车闪亮

登场 ，后面停放着军民两用的鹞鹰

无人机、自由莺小型通用飞机，还有

山鹰高级教练机模型， 让小记者们

十分惊讶， 得知都是贵州研制生产

的，又万分自豪。一台透明的航空喷

气发动机也吸引了小记者们， 看着

里面的零件是那么多那么复杂，让

人惊叹！ 聂老师及时提醒：“要研制

这些高技术产品， 学好数学是最基

本的。 ”

集体探访结束， 一些小记者还

嫌不够，缠着家长要继续参观。希望

他们能从小好好学习， 为将来作出

社会贡献打下基础。 聂俊

“天哪，一瓶矿泉水居然要 198

元，估计喝一口 20块就没了。 ” 7月

27 日，在贵阳工博会首个公众开放

日上，一瓶名为“多彩贵州水” 的矿

泉水引起观众热议。

在 H4 号馆的黔西南展位，记

者看到了这瓶 350ml 毫升的“土豪

水” ，玻璃瓶、金色镶边设计、瓶身

丰富的图案……从它华丽的外包装

就能看出，这瓶水有点不一般。

记者注意到， 这瓶水产自贵州

省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 由贵州苗

西南饮品有限公司出品， 和市场上

的大多数矿泉水、纯净水不同，它的

标注是“天然高锶矿泉水” 。

“这款水的锶含量，是全国所

有饮用水中最高的。 ” 据该公司董

事长刘关银介绍， 这款水的水源是

兴仁当地山上的自流水， 经过专业

检测，原水含锶量高达 11.9mg/L。

据了解， 锶元素是人体必备

的 14 种微量元素之一，能起到降

“三高” 、促进人体骨骼发育等作

用。刘关银说，这款水会在今年 11

月上市，主要出口到欧美、中东等

地区销售。 罗林

晚报小记者

观展工博会

会上这瓶矿泉水

凭啥要卖198元

近600家工业企业参会，超过三万名观众进场参观

●相关阅读

展出的机械产品 张志红 摄 展出的机器人 张志红 摄

小记者在参观

本报讯 历时三天的首届贵

阳工业产品博览会于昨日圆满闭

幕，近 600家来自全省各地的工业

企业参会，超过三万名观众进场参

观，十万余人在网络观看直播。

本次工博会于由贵州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7

月 26日—28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举行， 旨在全面展示我省工

业发展成就， 全力助推工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此次工博会主体活动主要有

“一展、两会、三赛” 三个方面构

成，展出面积 4.5 万平方米，全省

近 600 家参展商参加， 重点展示

基础能源、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

造、优质烟酒、大数据电子信息、

清洁高效电力、生态特色食品、健

康医药等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重

点产品、主要技术和发展成就等。

通过展会上丰富的工业品展

示， 发掘了许多骄傲的贵州制造，

通过与大数据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贵州制造正逐步走向贵州智造。如

全球首台永磁内装式提升机，我省

首家由民企自主研制的通用飞机

自由莺，标志着贵州民营通航产业

实现新突破；航空航天精密齿轮等

产品，被运用在神舟飞天，嫦娥奔

月等航天任务中， 成为飞得最高、

最远的贵州制造。

两会指的是产业合作对接会

和航空、航天及电子信息资源对接

会。在首日的产业对接会上，筛选 5

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现场签

约，签约项目投资总金额达 10.6亿

元。 企业参展期间，也吸引了客商

前来签约，其中贵州誉创现场签约

金额为 8000万元， 贵阳林海机械

签约金额 600余万元。 4号生态特

色食品产业馆零售额为 1156 万

元，意向合同金额为 7524万元。

三赛指的是贵州省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贵州创业

创新大赛和贵州工业设计大赛。

其中，96 名选手参加贵州省第二

届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的职工组、 教师组和学生组的总

决赛；“创客中国” 贵州省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的 10 家获奖企

业通过现场路演的方式展示 “双

创”成果；工博会期间举办了贵州

工 业 设 计 大 赛 颁 奖 仪 式 ，

FTC-2000G 轻型多用途飞机和

民用吸氧舱获得金奖，其余 38 件

作品分获银奖、铜奖及优秀奖，获

奖作品还在展会现场进行了展

示，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参观。

工博会期间， 还发布了贵州

省工业产品目录发布， 这是全国

首个整合全省工业产品信息的检

索平台， 这是汇集全省范围各类

工业产品信息的检索系统， 是为

政府、企业、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

工业产品信息服务的数字化、信

息化、协同化管理平台，是具备信

息共享、在线协同、智能检索、区

域配套等功能的应用工具， 访问

量已超过 18 万人次，已汇集全省

2872 家企业，收录 6903 件工业产

品，产品涵盖 994个工业种类。

三天时间内， 来自全省九个

地州市均举办了推介会， 对工业

企业、优势工业产品、特色集群进

行集中展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