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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钟默

从样品到终端产品“打印”的飞跃
84岁的张金贵老人， 近日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接受了全
球首例个性化3D打印钽金属垫块植入的全膝
关节翻修手术。

这一3D打印钽金属垫块， 就是由株洲普
林特增材制造有限公司采用湖南华曙高科金
属3D打印技术制作的。

术后第一天， 老人就能在帮助下下床行
走了。

株洲普林特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生产3D
打印级钽粉专有技术的企业。 但钽金属熔点
接近3000摄氏度，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3D打
印机， 都无法实施钽金属打印。 最终， 株洲
普林特选择与华曙高科合作， 为老人量身订
制的3D打印钽金属垫块， 完美填充了骨缺
损， 而且表面粗糙多孔的金属骨小梁设计可
使自体骨快速长入金属孔隙內， 从而获得假
体与自体骨的长期稳定。

12月26日， 记者来到华曙高科， 在宽敞
的研发中心， 一台台庞大的3D打印机正在有
序地工作着。

3D打印， 即增材制造的俗称。 就拿打印
钽金属垫块来说， 先设计三维图纸， 再把数
据导入华曙高科研制的3D打印机进行智能排
列， 由此将三维图形“切” 成1000层、 1万
层……然后装入金属粉末钽粉， 用选区激光
熔融技术逐层熔融叠加， 最终“打印” 出三
维物体。

这样的3D打印， 设计再复杂的产品， 只
需几个小时即可新鲜出炉； 若是大型产品，
还可以“分瓣” 打印， 再进行拼装。

华曙高科的金属3D打印机可打印钨、
钽、 铜、 镍基高温合金等13种金属粉末材
料。

“在3D打印的7大类别中， 华曙高科只
选择研发适用于尼龙3D打印的选区激光烧结
技术和适用于金属3D打印的选区激光熔融技
术， 这与那些只做模型的3D打印技术截然不
同， 我们能制作出形状最复杂的功能性零
件， 不只是用来欣赏， 而且可以使用。” 华
曙高科常务副总经理陈勃生介绍。

2009年公司成立之初， 国内几家著名小
家电企业搞新产品研发需制作的样品， 都是
请华曙高科“打印” 的。 既可以缩短制作周
期， 又降低成本。

这不过是华曙高科3D打印“小试牛刀”。
“华曙高科的3D打印， 近几年已实现从

样品到直接终端产品生产的飞跃。” 华曙高
科董事长许小曙介绍， 目前， 3D打印不仅为
家用电器、 电动工具、 汽车等生产直接终端
产品， 更已直接应用于航空航天、 医疗等领
域。

近日， 在2017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中， 长沙理工大学CRT赛车队获大赛一等
奖， 其3D打印赛车获耐久性能奖第一名。 赛
车的方向盘、 立柱、 进气总成、 摇臂等近40
个关键零部件， 均采用华曙高科的3D打印技
术， 以实现赛车的轻量化和优质化。

华曙高科在义齿行业的3D打印产业化应
用引人注目。 从2016年至今， 其为义齿加工
商量身订制的金属3D打印机销往世界各地，
已生产近40万颗3D打印义齿。

传统义齿的制作， 从取模， 到寄至义齿
加工厂由技师进行手工制作， 工序多达10多
道； 而3D打印义齿， 只需医生用口腔扫描仪
采集患齿的三维数据， 传至义齿加工厂就可
打印， 再通过烤瓷即可成为直接使用的义
齿。

“手工制作义齿， 需多名技师联手作
业， 一天最多生产几十颗； 华曙高科的3D打
印义齿， 6小时就能打印150颗， 且可以24小
时连续作业。” 陈勃生说。

加速湖南3D打印国际化步伐
今年9月，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华曙高科成立了北美分公司。
美国奥斯汀市是选区激光烧结3D打印技

术诞生地， 也被公认为3D打印的发源地。
从在欧洲设立增材制造研发中心， 到北

美布局3D打印基地， 华曙高科的海外拓展，
正加速湖南3D打印国际化步伐。

“华曙高科在设备制造和材料研发上，
精益求精， 这也是敢于走出国门的核心所
在。” 华曙高科董事长许小曙介绍， 华曙高
科成立之初， 在主攻设备研制的同时， 也一
直在进行材料研发， 最终成功研制出当时在
全球通用的尼龙粉末材料， 打破了德国赢创
公司 （EVONIK） 对这一材料的垄断。 从此
华曙高科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既制造设备， 又
生产材料， 还提供客户服务支持的企业， 独
立构成了3D打印完整产业链。

目前， 华曙高科共申请专利105项， 获
得授权专利近70项， 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自主研发的两大系列10款全球领
先的工业级3D打印设备， 装机量在国内设备
制造商中排名第一， 与欧美领头企业同类产

品相比不分伯仲； 成功研制出6款高分子3D
打印材料， 开发出13种金属3D打印材料的熔
融工艺， 已实现量化生产。

华曙高科是率先将金属3D打印设备出口
海外的中国3D打印企业， 近两年海外销售额
占比在40%以上， 其销售服务网络遍布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成为“中国智造” 在
海外的一张闪亮名片。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进入世界前三
强， 让世界各地的用户都能使用华曙高科的
3D打印技术， 实现自己的3D打印梦想！” 许
小曙说。

再一次引领3D打印对制造业的变革
11月14日， 全球3D打印盛会formnext

在德国法兰克福盛大开幕。 会上， 华曙高科
宣布， 即将推出“CAMS未来工厂” ———全
球最大打印幅面高温尼龙 3D打印设备
FS1001P以及多激光多振镜的中大型金属3D
打印设备， 这将再一次引领3D打印对制造业
的变革。

“现在的3D打印机， 都是单机型， 只有
一个功能站， 只能进行间歇式生产。 CAMS
未来工厂里， 新的机型包括装载、 建造、 保
温、 清粉4个功能站， 可实现各个工序之间
的无缝对接， 而多台新机器又可以构成一条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 让生产效率更高。” 华
曙高科常务副总经理陈勃生向记者描述。

目前， 全球最大打印幅面高温尼龙3D打
印设备FS1001P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即将在
明年3月的上海TCT展会上正式发布。 而具
有连续生产功能的中大尺寸金属3D打印机也
正在研发， 于明年3月发布样机。

“CAMS未来工厂的推出， 也让我们扩
大生产、 扩建厂房成为必然。” 华曙高科董
事长许小曙说。

2009年， 许小曙辞去美国一家3D打印
设备生产公司技术总监一职， 回到家乡长沙
创业。 创业之初， 筚路蓝缕。 “设备研制出
来了， 筹来的资金也用完了， 未来的路很迷
茫。” 许小曙说， 那个时候， 公司还租用着
湖南大学科技园的场地， 没办法谈发展。

迷茫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 各级领导对
其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政府部门也多方支
持，“从低息贷款、 征地到厂房建设， 可以说
是特事特办， 一路绿灯。” 许小曙说。

占地48亩的华曙高科增材制造产业园，
从2013年8月动工， 到2014年9月建成启用，
只用了13个月。 “华曙高科的崛起， 印证着
湖南在智能制造领域创新的速度和决心。 我
的不少德国、 美国朋友都不敢相信这样的湖
南速度。” 许小曙笑着对记者说。

� � � � 近年来， 世界各国不断加强3D打印技
术的研发及应用， 全球3D打印产业形成了
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 亚洲国家和
地区后起追赶的发展态势。 我国3D打印产
业基本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为核心， 以中西部地区为纽带
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正迎来高速发展期。

2016年 ， 全 球 3D打 印 行 业 产 值 为
60.63亿美元， 中国3D打印市场规模达到
9.26亿 美 元 ， 占 全 球 比 重 达 15.27% 。
2017年我 国 3D打 印 市 场 规 模 有 望 达 到
11.54亿美元 ， 预计2020年将超20亿美
元 ， 占全球比重达17%， 年复合增长率为
20%。

通过几年发展， 湖南3D打印产业链形
成了以长沙高新区为核心， 产业链企业协
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3D打印技术及应用产

业链核心产品是工业级3D打印装备及材料。
我省以华曙高科为产业链龙头 ， 带动了华
翔增量、 顶立科技、 六新智能 、 宁乡吉唯
信、 株洲普林特等一批省内3D打印企业的
技术进步， 实现了我省3D打印设备技术领
域的跨越式发展； 建立了3D打印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 ， 拥有 1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
136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目前我省3D打印技术已在汽车制造 、
航空产业、 医疗、 文物修复以及文化创意
等行业推广应用， 产业技术不断进步 ， 产
业链创新应用不断拓展。 全省专业从事3D
打印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企业超过 30家 ，
2017年1至10月， 产业链企业工业产值达
6.2亿元 ， 预计全年产业规模7.3亿元左
右。

沈德良

3D打印技术以其生产周期短、 自动化、
绿色环保的特点，正从实验室快速应用于制
造、医疗、教育、考古、建筑和军事等领域，被
誉为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钥匙。

美国奥斯汀被公认是3D打印的发祥地，
如今，华曙高科将自己的分公司开到了奥斯
汀。 这不仅仅是市场营销上的布局，更是一
种基于技术自信的力量宣示。

从落户长沙到率先向海外出口金属3D
打印设备，从样品到直接终端产品生产的飞
跃，短短8年时间，华曙高科便实现了从跟跑
到领跑的嬗变，成为“湖南智造”享誉海外的
一张名片，这背后是核心技术的强大支撑。

当今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核心技术是杀

手锏。 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由制造大
国转向制造强国转换升级，离不开核心技术
的支撑。

前不久闭幕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抓住智能制造
这个核心，提质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大力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抓好20个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力争在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
车、3D打印和机器人等5至8个重点领域率先
突破，推动我省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延伸拓展，努力在中部崛
起中形成智能制造高地。这是构筑湖南经济向
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

华曙高科的成功，印证着湖南致力创新
发展的速度和决心。

� � � � 8年前，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董事
长许小曙放弃美国优厚待遇， 回到长沙掀起“3D打印”
制造业革命； 而今， 华曙高科已成为中国增材制造领域的
龙头和全球唯一一家既生产3D打印机， 也生产3D打印材
料， 还提供客户服务支持的3D打印全产业链企业———

“打印”世界的梦想
龚也青

日前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努力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提
出了一系列加强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培
养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人才。 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种场合、以多种
形式表达了对人才工作的关切和求贤若渴
的心情。

人才兴则事业旺。现实生活中，千里马
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东汉末年襄阳名士
庞统胸怀大才却因相貌粗陋接连遭到孙
权和刘备的轻视； 西汉冯唐身历三朝，始
终不被重视， 最后到武帝时举为贤良，却
年事已高不能为官 ，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
憾。 而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 就能依据指
导方针、 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充分用好、
用活各类人才， 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使
全社会的智慧竞相迸发。

“用一贤人而群贤毕至 ，相一良马而
万马奔腾 ”。 坚持党管人才 ，构建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离不开引才和

育才 。 引进高学历 、高职称 、高技能和具
有特殊才能的人才 ，加强领军人才 、核心
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培育 ， 形成人才队伍
衔接有序 、 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是我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 。 这次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抓好100个科技创
新项目，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深入实
施芙蓉人才计划 ， 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与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 这是对于湖南未来
蓝图的战略考量。

环顾寰宇， 要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未来
发展的制高点，还须培育高素质的本地人
才，使我国尽快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
国转变。 湖南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
中关键之一，就是要打破制约人才发展的
藩篱 ，除了建强科技领军人才队伍 ，还应
把眼光投向广袤的基层，让更多的科技特
派员走进农村地头，让更多的农村实用人
才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一个惜才爱才的
国家必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坚持党
管人才 ，我们就会有 “源源不断的人才优
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愿景就指日可待。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苏莉）记
者今天从省民宗委获悉，国家民委26日公
布第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
（单位）”命名 ，精准扶贫首倡地、有“云雾
中的苗寨” 美称的花垣县十八洞村等7个
单位入围。

十八洞村地处高寒山区， 平均海拔
700米，享有“云雾中的苗寨”之美称。 该村
是纯苗族聚居村，苗族风情浓郁，苗族原生
态文化保存完好， 民居特色鲜明。 该村积
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活动，
通过山歌、苗歌、自编自演小品、舞蹈以及
节庆活动等形式宣传民族团结。 今年8月
开展的苗族赶秋节活动， 吸引周边2万多
群众前来参加，促进了山区民族团结。

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把产
业发展作为精准扶贫重要抓手，为民族团结
提供经济保障。根据当地土地面积少的实际
情况，采取了“易地经济”的模式，与龙头企
业合作在县农业科技示范园里种植1000亩
精品猕猴桃。 还发展富社大米和五彩稻种
植，组建“花垣十八洞村代雄辣木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发展以黄牛为主的养殖业。 同时

积极发展苗绣产业，成立农民苗绣专业合作
社，组织43名留守妇女以及周边村寨56名妇
女发展苗绣产业， 与4家苗绣公司签订订单
协议，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发展产业和改善民生，促进十八
洞村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十八洞村成了周
边山区人民的情感纽带和稳定发展的典
范，形成了苗族、汉族、土家族大融合大团
结的新型民族关系。

据悉，除了十八洞村，我省获得第五
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
命名的还有6家单位， 分别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古城景区、郴州市北湖
区人民路街道国庆北路社区、永州市江华
瑶族自治县、 邵阳市绥宁县乐安铺乡、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长沙市岳麓
区梅溪湖街道阳明山庄社区。 至此， 我省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增
至21个。

此前，省民宗委还命名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附属小学等20个单位为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 目前， 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已增至65个。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熊远帆 陈
薇）今晚，由省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沙市委宣
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追梦与感恩”湖南知
青艺术团建团20周年纪念演出，在长沙实验
剧场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
斌，老同志唐之享、肖雅瑜、刘晓出席。

整场演出共有14个节目，除了无伴奏
合唱，还有混声合唱、男高音独唱、女高音
独唱、舞蹈等。 既有《浏阳河》《青藏高原》
《洞庭鱼米香》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有《咯
啰打打》《在希望的田野上》 等勾起观众回
忆的舞蹈。 晚会在服饰表演《知青岁月》中
结束。

湖南知青艺术团是由长沙市原上山

下乡的老知青及其亲友后代自愿组成的
公益性群众文艺团体， 以繁荣群众艺术、
弘扬知青精神为宗旨。

20年间，艺术团多次赴浏阳、江永、沅
江等“第二故乡”义演，常年下基层进行文
艺公益演出，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和自强不
息的知青精神感动和鼓舞了广大观众。 收
获了中国中老年人合唱艺术节金奖，第六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合唱比赛第一名，
第五届海峡两岸合唱金奖，第四、五、七届
世界合唱比赛银奖等众多奖项。 在奥地
利、美国、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都留下
了艺术团艺术家们的歌声，为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音乐交流作出了贡献。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龙文泱）民
乐声声迎新春。 今晚，由省文化馆主办、省湘
剧院演出的“2018迎新春大型民族音乐会”在
湖南音乐厅举行。老同志肖雅瑜等观看演出。

此台音乐会在欢快的《庆典序曲》中

开场，《茉莉花》《梅花三弄》《丝绸之路》《梨
花颂》《天山湘女》 等11个曲目风格各异，
独奏、重奏、协奏、合奏、声乐伴奏等多种表
演形式，尽显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给观
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

三湘时评

党管人才，方能人尽其才

十八洞村等7单位被命名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

湖南知青艺术团20周年纪念演出上演

民乐声声迎新春

� � � � 12月26日， 长沙高新开发区，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3D打印的方程式赛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3D打印方兴未艾
■相关链接

核心技术即话语权
■短评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今天， 我省近百名脱贫攻坚先进模范
人物，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 接受免费健康管理基础项目和
其他多个专项项目检查。 大家纷纷表示，
这次体检， 倍感温暖。

根据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指示， 为建立脱贫攻坚先进模范
人物关爱激励机制， 进一步营造学习先
进、 关爱先进的社会氛围， 发挥先进模范
人物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 省扶贫办、 省委组织部、 省民政
厅、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组织全省脱贫攻
坚先进模范人物集中免费体检。

“体检哪里都能做， 但这次体检是省

委省政府对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人员的
关爱。” 曾任花垣县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 现任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管
委会主任的龙秀林说， 脱贫攻坚任务重、
压力大， 不少同志病倒在脱贫攻坚一线，
这次体检正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了
解， 回去之后， 更有信心去打好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

据了解， 2016年、 2017年我省脱贫
攻坚一线涌现出200多名全国和全省脱贫
攻坚先进模范人物。 今天除因公不能参
加的外， 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近百名脱
贫攻坚先进模范人物接受了免费体检。
体检结束后， 部分先进模范人物代表还
参加了我省脱贫攻坚座谈会。

近百名脱贫攻坚先进模范人物
集中免费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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