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 日，总投资约 180 亿
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的广州空港中央商务
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

据了解，广州空港中央商
务区将打造集会议、展览、商
务、酒店、文旅、总部等一体的
粤港澳大湾区临空标志性综合
体。项目采取“政府主导、企业
运作”模式，聚焦“展城融合”，
重点建设会议展贸综合体和商
业商务配套，具备展示飞机等
特色功能，满足大型会议展贸、
演艺赛事、总部办公、旅游购物
等需求。其中，会议展贸综合
体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选址
于广州空港经济区核心位置、
广州白云机场南侧，毗邻白云
机场商务航空服务基地，距离
白云机场T1、T2航站楼约 2公
里，靠近广州地铁3号线和9号
线交汇点，区位优势明显。

广州市副市长胡洪表示，
临空经济示范区既是广州增强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载
体，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承担着
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广
州将以空港中央商务区动工为
新起点，全力推进空港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升国际航空枢纽能级和国家临空经济
示范水平，更好参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广州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广州
空港中央商务区建设将增强广州空港经济区“投资
洼地”效应，打造一批百亿、千亿级产业集群。未来，
广州空港中央商务区将建设成为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的国际枢纽港、广州国际商贸与交往的新高地，不断
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强力引擎、国
家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成为广州的“空
中门户、产业门户、城市客厅”。

当前，随着白云机场为核心的立体综合交通枢
纽日趋完善，广州空港经济区已逐步形成以飞机维
修制造、跨境电商、航空物流、航空总部商务、通用航
空、飞机租赁等六大临空产业为支撑，数字经济、生
物医药创新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当天，广州空港委与广州海关、南航集团、广东
省机场集团共同签署《高质量推动广州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四方将致力推动建立
高层战略磋商、工作联络协调等合作机制，共同打
造世界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加快推进区内产业布局
优化发展、仓储物流业协同发展，形成强强联合的
协同效应。

广州空港委还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合
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沟通交流
合作机制，以规划服务、融资支持为主要切入点，在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住房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开
展项目合作，大力推动广州空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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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工博会
将于7月举办

本报讯 2021广东（佛山）国
际机械工业装备博览会将于7月
14 日至 17 日在广东佛山潭洲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规模将达
到 63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1200
家。丽驰、程泰、哈挺、托纳斯、通
快、百超迪能、大族激光等知名企
业参展。展会将全面服务于制造
行业从源头到终端的整条产业
链，展示内容包含数控机床、机器
人、自动化、智能制造产品与技术
等多个领域的产品与设备。

佛山工博会与“互联网+”博
览会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力求成
为汇聚工业互联网思维、现代智
能制造设备的综合盛会，为广大
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智能制造升级
方案。主办方表示，将打造华南
展会业的标杆，助力华南制造业
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
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实力
强劲，工业体系较为健全，涵盖了
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家电、家
具、陶瓷、机械装备、金属加工等
传统行业优势突出，光电、新材
料、生物制药、机器人、新能源汽
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何进）

本报讯 由长三角三省一市
应急管理厅局、上海市贸促会共
同主办的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
救援博览会将于 5 月 7 日至 9 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博
览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进行。
除对外宣传推广应急产业、完善
组展招展工作外，组委会已先后
召开两次组委会会议、专家组会
议、市政府专题协调会等，在细化
博览会内容的同时，发动多方力
量，全面部署博览会各条线分工，
加快筹备工作高标准落实。

据主办方透露，目前已确认
检测预警、应急通讯、智慧城市、
公卫防护行业参展商，如三大运
营商、中国卫通、商汤科技、中电
博微、华大基因等；救援装备、海
事救援参展商，如中核集团、詹阳
重工、上海峰飞、郑州宇通、安能
集团等，已确认参展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

组委会将加快梳理各省市应
急产业标志性企业，将更多、更优
质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案带到
展会现场，预计最终展出面积为
5.2万平方米，以高质量的展出为

“十四五”时期长三角应急管理发
展开好局、起好步。展会同期将
举办多场专业论坛。

（刘鑫）

近日，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首
站在湖南长沙开馆，独特的外观在
一众现代化建筑中尤为醒目。据

悉，这是国内首个以湘菜文化为主
题的展览，通过展品展示、历史再
现、投屏互动、全息体验等方式，让

观众了解湘菜的起源、原料、烹饪
工艺以及以湘菜为核心的餐饮品
牌所取得的成果。

记者了解到，该展馆融入湖南
传统民居特色，以贾谊故居外观为
原型，山墙高翘，鳞次栉比。湘菜
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以湘江
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
方风味为主。走进展馆，千年湘菜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整个巡回展被划分成多个小
馆，依次陈列展示《古老的湘菜》

《辣椒来了》《湘菜跃升八大菜系
前三位》《百菜百味的湘菜》《历代
伟人、名人爱湘菜》《改革开放以
来湘菜的发展成果》《湘菜走进联
合国，走向世界》《九大经典湘菜
及湘菜的崛起与未来》等内容，每
个章节既是独立的个体，又串联
起博大精深的湘菜文化。

“为了进场馆，排队 20 分钟！”
一位年轻观众说，他在前几天就
听说这里举办湘菜巡回展，展出

数百个栩栩如生的湘菜模型，一
直想过来看看，今天如愿以偿。

“这里就是一个湘菜厨房，各
式湘菜应有尽有，色香味俱全。”
面对真实复刻的数百道大小不一
的湘菜传统菜品模型及其烹制技
艺，一位观众直呼“长见识”。

展馆里，每个场景都能给观
众带来惊喜。数十个品种的辣椒
吸引观众驻足研究，古老的湘菜
器皿还原出不同时期的湘菜轮
廓。炊烟小炒黄牛肉、坛宗剁椒
鱼头、韶山宾馆的毛氏红烧肉等
湘菜代表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
出现在大众视野。

“没想到湘菜文化源远流长，
我一定要好好了解”“我最爱吃小
炒黄牛肉了，这次参展后，我对小
炒黄牛肉背后的故事有了更深的
认识”……留言本上，一批又一批
观众的留言印证着千年湘菜全国
巡回展的火爆。

湘 菜 不 仅 是“ 舌 尖 上 的 美

味”，还是眼眸中的五彩斑斓。在
根据湖南地标建筑爱晚亭复刻的
场景旁，假山流水，火红枫叶，一
桌地道小吃突显了湘菜浓厚的文
化气息，众多观众拍照打卡，把图
片发在朋友圈，分享喜悦。

大人牵着小孩排队等候，一
起逛街的情侣等着入馆打卡，直
到晚上 11 点，排长队的人数依旧
只增不减。热闹的巡回展人来人
往，每一位观众在此接受了熏陶，
加深了认识，千年湘菜全国巡回
展正在加速推动湘菜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湖南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肖
彬在参观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时
表示，希望巡回展以全国推广的
形式与面对面的展览体验，让更
多的消费者了解湘菜、认识湘菜、
爱上湘菜，以文化为旗帜，带动产
品销售，促进消费升级。

据介绍，千年湘菜全国巡回
展将持续至 2月下旬。

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在长沙启动
■ 陈张书

本报讯 第六届中国（洛阳）
国际机器人暨工业装备展览会将
于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洛阳会展
中心举办。本届洛阳工博会将以
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工业自动
化装备、激光加工、工业互联网、
智慧物流等为展招展范围，全力
打造智能装配、焊接集成应用、数
控加工生产、工业 5G 网络高科
技、人工智能、智能搬运及数字化
应用等智能生产一站式解决方
案，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为制
造业释放出新动能，迎来庞大市
场新机遇。

据悉，预计有 180 多家知名
企业参展，展会规模达 12000 平
方米。洛阳工博会将依托河南地
区农机产业、医疗器械、工业制
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
天、轻工家电、仪器仪表等产业，
联合参展企业共同打造行业先进
智能制造示范展示区，向行业用
户展示领先的智造解决方案，促
进供需双方洽谈合作。

目前，洛阳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研发生产企业达 110 多家，占
河南省的二分之一强，成为国内
最具活力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
之一。近年来，洛阳充分发挥装
备制造产业优势，顺应产业转型
升级的要求，把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作为洛阳老工业基地转型
升级的突破口，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强化规划引导，全力打造制造
产业基地的城市名片。

（王晔俊）

长三角应急减灾和
救援展加紧筹备

180余家企业
参展洛阳工博会

苏州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设立
“苏作馆”。2 月 2 日，江苏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苏作馆”
建设工作推进会，强调要高标准、高质
量将其打造成为展销苏工苏作精品的
现象级平台，发挥最大效应，助力提升
苏州文化影响力、美誉度，促进文旅产业
加快发展。

记者了解到，“苏作馆”将坐落于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以“面向国际国内集中
展销苏工苏作精品旗舰店”为建设目标，
打造为体现苏作工艺技法精髓、展示江南
文化魅力、宣传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和苏工苏作优秀作品对外市场化运营的
重要平台。馆内规划设计“苏宫区”“大师
精品区”“苏工苏作演艺区”“直播间”等功
能区域，主要展销苏州工艺美术大师和传
承人的作品，涵盖苏绣、缂丝、核雕、苏扇、
明清家具等11个苏作门类。

许昆林表示，苏工苏作是苏州的文
化宝藏。要将“苏作馆”作为苏州打响

“江南文化”品牌系统性工程的关键一
环，发挥“画龙点睛”作用，不断助力提升
苏州城市美誉度和做大做强文旅产业。

据悉，苏州更加积极主动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深度对接上海，用好进博会等
各类大型展会举办、人流量大等优势，加
强与互联网头部平台的合作，提前谋划
布置，抢抓疫情过后旅游复苏机遇，面向
国内国际游客展销苏工苏作精品，叫响

“苏作馆”品牌、擦亮“旗舰店”招牌。
许昆林说，“苏作馆”的设计方案要

不断完善和调整，让内涵更丰富、作品更

多元、场馆更精致，以灵活化的手段，全
方位展销苏工苏作精品。场馆运作要坚
持市场化原则，建立专业化平台团队，广
泛对接苏州丰富的工艺美术大师和传承
人资源，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在经
营模式上不断探索创新。

场馆运作要增强品牌意识，加大营
销力度，讲好文化故事、凸显艺术魅力，
挖掘作品内涵、发挥名人效应，在制作工
艺、作品包装等各方面系统提升，把“苏
作馆”打造成为极具影响力、知名度的展

销平台，让更多苏工苏作精品成为文化
消费的青睐品、时尚款。

苏州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加强与
旅游头部企业的合作，把“苏作馆”既作
为国内外游客在上海的苏州文化体验
地、消费地，又作为来苏旅游的重要中转
站，发挥出最大效应。要加强前后方联
动，同步提升苏工苏作整体水平，提档
升级制作创作、展览展示等各个环节，
为“苏作馆”持续高水平运作提供坚实
支撑。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将设立“苏作馆”
■ 赵焱

1月 29日至 30日，以“新阶段、
新理念、新格局”为主题的首届中国
血液学科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该
大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承办。

大会期间，血液学及相关领域专
家和同仁系统总结和客观分析了国
内外血液学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着
重交流我国血液学“十四五”发展新
方向、新布局，凝聚共识，共同绘制中
国血液学科建设与发展宏伟蓝图，开
启血液学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
表示，血液学是现代生物技术最主
要的突破口和应用领域之一，血液
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对转化医学和精

准医学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多年来
我国血液学工作者在白血病诱导分
化靶向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
疫治疗领域做出了国际公认的开拓
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医学发展的原
始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陈竺说，本次大会选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召开具有现实意义，希
望广大血液学工作者以本次大会为
契机，充分发挥智库和学科优势，进
一步激发血液学研究原始创新能
力，建立合作共赢机制，打造和完善
我国血液学科技创新体系，用优质
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患者，为增进
人民健康福祉，贡献中国血液学工
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天津市副市长王卫东透露，血

液学是天津市重点支持的研究领
域，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作
为全国最大的国家级血液学专业科
研和医疗机构，是天津市重要的创
新力量，首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
会正当其时，欢迎专家嘉宾来天津
开展学术交流和创业。

记者了解到，血液学是前沿生物
学渗透最广泛和深入的学科之一。
大会期间，相关领域内多位专家围绕
血液学的未来发展展开了讨论，为血
液学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国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
赛娟结合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经验，讲解了国家转化医学
中心的布局及中心的基本运行方
针，三纵三横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黄晓军回顾了血液学发
展的历程以及丰富的内涵、现状，分
享了血液学国家级中心的建设目标
等，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角度报
告了如何凝心聚力，构建中国血液
学共同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院长胡豫结合一年多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谈及了新
冠病毒对血液指标的影响，论述了
疫情常态化下如何更好地开展血液
病诊疗实践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所
的专家程涛对血液学科定义与特点
首先进行了讲解，对“十三五”期间
我国血液学科蓬勃发展情况、我国

血液学科现状等重要数据进行了详
细汇报，结合造血调控基础研究、血
液相关疾病研究、细胞免疫和基因
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生物样本资
源与临床队列研究、关键新技术研
究、血液病临床研究等 7 大急需突
破的重点领域的发展现状对血液学
科未来发展态势进行了展望。

为了更好地聚焦话题，加强深
度研讨，大会开设了精准诊断、干细
胞移植、血液病护理、儿童血液病、
血液肿瘤、骨髓衰竭、出凝血疾病、
血液生态、新药研发、免疫治疗、再
生医学、运营管理、科普健康等 13
个专题论坛。与会人士围绕血液学
发展新方向、新布局及血液病亚专
科发展作了深入交流。

首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

专家共绘学科发展蓝图
■ 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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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2月1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1年
春节、元宵节期间，北京市相关文化活动
聚焦“福满京城、春贺神州”的主题，以线
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
下活动涵盖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
影剧院、公园等场所，采取预约、限流、错
峰等方式开放。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杰群介绍
说，从2月4日到2月26日，北京将推出“牛
欢欢—云上合家欢”“牛逛逛—庙会过大
年”“牛乐乐—视听过大年”“牛美美—演艺

过大年”“牛品品—节俗过大年”“牛观观—
展览过大年”“牛笑笑—消费过大年”“牛遛
遛—旅游过大年”“牛犇犇—健康过大年”
等九大品类200余项重点文化活动。

“今年春节的文化活动安排力求体现
多样性，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力争做
到‘总有一款适合你’。”王杰群举例说，在

“牛乐乐—视听过大年”品类中，由爱奇艺、
优酷、搜狐视频、西瓜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
上线“北京新视听”专区，搭建“免费看”专
区；在“牛美美—演艺过大年”品类中，依托
国家大剧院和市属文艺院团等演出团体，开

展新春线上剧目展演；在“牛笑笑—消费过
大年”品类中，发放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
券、举办北京年货节促消费等活动。

据了解，线上活动平台为“10+41+
31+N”，即依托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个电
视频道、41套广播，属地的 31家重点互联
网站，以及北京市各级文化机构的官网、
新媒体公众号和各区融媒体等互联网平
台，以“三网联动”、全媒体贯通的形式，开
展节日文化活动，以网络打破时空概念，
连结心灵情感，引导大家文化过节、文明
过节、健康过节、安稳过节。

北京春节、元宵节文化活动以线上为主
■ 倪元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