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高艳

1月2日， 记者来到位于湘潭市湘潭大道
的新松机器人产业发展（湘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潭新松”）临时办公点，工作人员正
在紧张地忙碌着。

“人员不多，但效率很高。”湘潭新松总经
理杨保安对员工的精神面貌十分满意， 他笑
称， 这很符合公司核心产品智能机器人的特
点。

从2017年4月签订协议，到当年11月奠基
动工。春华秋实，落地见效。

湘潭新松将投资120亿元，与湘潭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联手， 打造年产值百亿元的机
器人产业园， 推动湖南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带动相关应用行业转型升级。

先人一步， 抢摘未来制造业
皇冠上的明珠

在无人区作业、在码头大显神威、在流水
线上不知疲倦地工作……

这些常人看来难度不小的工作， 智能机
器人都可以轻松完成。

智能机器人也因此被誉为“制造业皇冠
上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
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机器人革命’， 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
局。”湘潭新松总经理杨保安说，“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就是通过智能机器、大数据分析
来帮助工人甚至取代人工， 实现制造业全面
智能化。

2013年，中国以3.7万台的工业机器人销
售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的
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也由此得到飞速发展，
中国机器人企业研制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比
逐年上升。

作为国内机器人领军企业， 中国机器人
产业的发展，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新松公司”）居功至伟。

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新松公司， 以机器
人技术为核心,� 工业机器人产品填补了多项
国内空白， 创造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史上
108项第一的纪录，是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
的厂商之一，是国内最大、市场占有率第一的
机器人品牌。

“未来机器人发展要从软硬、虚实、人机

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杨保安介绍，新松公
司为将“机器人革命”进行到底，抢摘未来制
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已在沈阳、上海、杭州、青
岛等地建有机器人生产基地， 湘潭新松是新
松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

诚意动人，“级别最低的招商
团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作为我省老工业基地和制造业大市，如
何对接“中国制造2025”，实现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是摆在湘潭市面前的一道难题。

湘潭市委、市政府积极“走出去”招商选
商。新松公司被列为重点招商对象。

“引进新松，过程颇费周折。”湘潭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招商合作局副局长文平介绍，
2014年， 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一位副
主任带队前往新松公司洽谈招商。

新松公司总裁曲道奎起初并不熟悉湘
潭，听说“毛主席家乡”有人来拜访，才欣然抽
空见面。

一番交谈， 曲道奎开玩笑说：“你们是我
见过的级别最低的招商团队。”

但这个“级别最低的招商团队”，却做了
最充分的准备。

在听取湘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详细
介绍后，曲道奎频频点头，顿生好感。

由于当时新松公司没有外地扩张布局计
划，初次拜访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年，新松公司准备往中部省份布局。
正好这一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在《长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将
湘潭打造成为“智造谷”。

“打造‘智造谷’，新松公司是最好的推
手。”文平说，湘潭市委书记、市长带队多次前
往新松公司洽谈， 拿出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内最好的地块，供新松公司挑选，并提前
营造氛围，提出建设机器人主题公园的设想。

“实话实说，开始新松公司并没有将湘潭
市列入考察范围。”湘潭新松总经理杨保安直
言，在湘潭市多次登门拜访后，新松公司高管
层开始将目光瞄准湘潭，派人“微服私访”，最
终落子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动发展，引进一家企业，发
展一个产业

紧邻湘潭市湘江风光带有一块占地3240
亩的“靴子”形地块，这里就是湘潭新松公司
的所在地。未来，这里将诞生一个机器人和智
能制造全产业链集群。

目前，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地
表清理工作。

“一路绿灯，进度很快。”湘潭新松总经理
杨保安告诉记者，从2017年4月份签订合作协
议到2017年11月奠基，湘潭市积极作为，帮企
业扫除一切障碍，目前进度超出了预想。

政府积极作为，新松公司全力以赴。
“湘潭新松将成为新松公司未来最重要

的产业基地。”杨保安介绍，新松公司将利用
自己在机器人行业的品牌效应， 吸引其他机
器人公司和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入驻，与湘潭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手打造“一平台”和

“四基地”。“一平台” 即智能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包含智能产业发展研究院、机器人联合研
究院、机器人工程师学院和机器人医院，以及
智能制造产业金融中心、 机器人产业大数据
中心、 机器人展览展示体验实验中心和机器
人产业合作运营中心等八大重点内容；“四基
地”即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基地、机器人装备
及零部件生产基地、工业4.0产业基地和机器
人健康产业基地。

项目全部建成后， 将会形成一个百亿级
的机器人产业园， 带动相关应用行业转型升
级，创造千亿级新增产值。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季凡）作为农户心中的红人，生态养殖专
业户刘某却利用政策漏洞，套取扶贫补贴专
项资金179万余元。1月2日，双峰县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依法批准对刘某实施逮捕。

2009年，刘某注册了“双峰县三鑫生态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三鑫合作社），
最初运行几年里， 作为生态养殖专业户的刘
某可谓是农户眼中的红人。2014年12月24日，
省扶贫办、省财政厅联合下文，安排黑猪产业
扶贫资金275万元，双峰县确定了三鑫合作社
作为具体实施单位。

2015年3月8日，刘某与江苏的徐某签订
购猪协议，协议商定385元／头，先付猪款的
80%，货到后再付20%。2015年徐某与妻子张
某按协议先后三次将1278头黑猪仔送给刘

某，金额约50万元，但最后一次张某送猪给
刘某时，刘某以拒付购猪款要挟张某，要她按
要求虚假填写购买日期、仔猪头数、单价并签
名。张某为拿到猪款，只好按其要求填写虚假
领据，最终成了6000余头黑猪仔，共310余万
元。此外，刘某还在刘某叶处购买了两次猪，
合计680头，金额44万余元。

刘某把在徐某和刘某叶处购买的1958
头黑猪仔由各村分发给扶贫对象后，虚假做
账， 申报补贴， 并成功套取了专项扶贫资金
225万元， 除去实际购买猪仔的近96万元费
用，他骗取了专项扶贫资金129万余元。

同时，刘某虚构施工合同，利用粪污治
理施工作污水处理项目，向县扶贫办、县财
政局申报并拿到扶持资金50万元，实际项
目并未启动，刘某将这笔资金用于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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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让工匠精神扎根互联网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人物简介
王文斌，娄底双峰人，1985年生，绘装

App创始人、CEO。绘装APP通过建立B2C
的装修内容和评价社区来解决传统家装中
的痛点，比如后期增项、偷工减料、过程无
监管、服务差等。短短两年，绘装从喜盈门
的一个小办公室， 发展到在长沙梅溪湖创
新中心占据了半层办公楼，员工100多名，
今年9月份又获得湖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互联网组冠军。

� � � � � 人物故事
“绘装是一个B2C的装修评价内容社

区，业主、设计师、工长像发微博一样记录
装修过程，一起交流分享装修的酸甜苦辣，
用户基于大量真实业主的内容评价， 选择
绘装上的团队来装修，类似于淘宝。”12月
19日中午，一见面，王文斌就向记者介绍
起自己的创业经历。

如果你有一套房子要装修，通过互联网
可以查到装修公司， 但装修公司什么水平、
口碑评价怎么样不清楚；装修市场60%订单
由设计师、工长接私单，他们水平参差不齐，
找谁才靠谱，不清楚。王文斌创立绘装时，业
主装修房屋普遍面临这样的困境。

2007年，学设计专业的王文斌通过家
里东拼西凑拿到了四万块钱， 成立了一家
装修公司。但王文斌很快发现，业务都被那
些会“忽悠”、广告多的公司拉走了，很多用
户花了钱，却没有得到对方承诺的效果，但
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忽悠” 下一批客
户。没钱做广告、不愿忽悠，王文斌的首个
公司很快失败了。

2012年，王文斌加入阿里高管创建的
互联网装修项目， 不久项目再次失败。不
过，这次经历给了王文斌一个启发，他决定
学习美国互联网家装平台Houzz， 建立一
个涉及装修内容与评价的移动互联网社

区， 在这里用户可找到自己喜欢的装修团
队和公司一起打造新家。2015年3月，王文
斌和几个朋友正式创立绘装， 推出绘装
APP。

两年多来， 王文斌面临着大大小小数
不清的问题，很多次项目都是命悬一线。

“刚开始我们想打造一个设计师和工长
的信息共享及评价平台，客户可以在绘装找
到设计师和工长，像淘宝那样，施工完给设
计师及工长打评价，‘好评’‘差评’ 一目了
然，给其他客户一个真实的参考。”回忆创业
过程，王文斌显得颇为激动：第一天上线，就
有200多个设计师和工长下载了APP。

然而平台上线不到2个月，就遭遇了第
一场滑铁卢：客户作了评价，然而由于平台
对施工方没有发言权及控制权， 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客户提意见却无能为力。“淘宝对
于平台上的店家有严密的推荐体系， 有强
势的控制权， 而我们对施工方几乎没影
响。”王文斌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 王文斌给绘装引进
设计、装修业务，还开设“直播频道”，将所
有施工流程全程对外公开。 王文斌还带领
绘装建立了“合伙人制度”，绘装平台上的
所有工作室，都是合伙人制，工作室负责人
（设计师、工长）都是出资入股，确保工作室
按照绘装的工艺标准，工艺流程来施工。

这次转变赢得了腾讯大湘网青睐。
2016年2月，大湘网正式入股绘装平台，成
为绘装重要股东之一。 目前绘装月交易额
达到近500万元。“接下来， 绘装将全面开
放入驻， 帮助更多装修手艺匠人拥抱移动
互联网，努力在未来10年成长为影响中国
家庭生活方式的家居分享与服务平台。”王
文斌说。

王文斌 图/张杨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
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环保部、住建部日前
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名单，包括31个
省（区、市）各类设施单位共124家，其中湖南
有4家单位入选，即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湖南联合餐
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众可通过电话联系，预约参观。

此举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
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精神，把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的举措。

湖南向公众开放的设施涉及环境监测
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垃圾处理设
施、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4大类，设施单位分别是：湖南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联系人：魏綦0731-82592008）、湖南
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联系人： 姚泉
0731-85996208）、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
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勇0731-82244188）、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杨能
0731-82791022）。

据悉，环保部、住建部2017年5月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指导意见》， 要求
2020年底前，鼓励各省在有条件的地级市
选择一座环境监测设施、 一座城市污水处
理设施、一座垃圾处理设施作为开放点；有
条件的省份可新增危险废物或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设施作为开放点， 推动开放工
作常态化。

全国124家单位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湖南4家单位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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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国家扶贫资金179万余元

生态养殖专业户被批捕

星沙联络线全线通车
1月3日， 长沙市星沙联络线滨湖路入口段， 机动车在联络线上通行。 星沙联络线全线于2017年12月31日正式通车， 长沙又新增一条城北

与星沙连接的东西向快速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2017年12月23日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就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出动员令，明确提出2018年
我省要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为此，湖南日报特推出《产业项目涌三湘》专栏，聚焦“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围绕“5个100工程”，报道全省扎实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的喜人景象，在全省营造抓
项目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浓厚氛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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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戴昊君）购春运火车票也可能享优惠
了。广铁集团今日发布，2018年春运期间，
部分节前南下广东、 节后从广东北上的普
铁临客将实行票价折扣， 优惠幅度为原票
价的八折或九折。

广铁集团介绍， 此次途经湖南地区的
折扣临客列车共20趟。其中节前（2月15日
当天及以前）9趟，节后（2月16日当天及以
后）11趟。

折扣临客中有7趟为广铁担当，全部享
受原票价的八折优惠。 具体为节前的常德
至广州东K6587次、岳阳至深圳K6611次、

岳阳至广州东K6607次； 节后的广州东至
常德K6588次、广州至岳阳K6612次、深圳
至衡阳K6640次、广州东至郑州Z4190次。

记者了解到，历年春运，节前出广东、
节后入广东的火车票极为紧俏， 反之则车
票较为富余。因此，此次开行的折扣临客主
要针对节前往广东、节后出广东的车次，折
扣具有一定期限。 如， 岳阳至深圳K6611
次，为节前享受八折优惠。也就是说，节后
该车次就不再享受折扣优惠。

目前，临客尚未正式开行和对外售票，旅
客可持续关注12306官网和车站公告，了解具
体优惠信息以及其余折扣车次、优惠幅度等。

春运期间20趟临客车票有折扣
最多可享八折优惠

产业项目涌三湘

� � � � 2017年， 全球机
器人产品线最全、国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落子湘潭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
立新松机器人产业发
展（湘潭）有限公司，着
手打造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全产业链集群，项
目建设紧锣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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