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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制造2025， 吹响了制造业向
“智造”升级的进军号角。

近年来，我省在加快推进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等领
域的智能化转型， 推进智能制造关键共
性技术协同创新， 打造智能制造示范车
间、示范企业、示范园区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

目前，全省共获批9家国家智能制造
示范企业、21个国家智能制造专项，评选
出25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20家
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这批企业和项目发
挥了行业引领示范作用， 有力推动了全
省制造业转型升级。

下一步， 我省将紧紧围绕加快制造
强省建设，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
推动建设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重要影
响力的智能制造项目， 全力推动全省智
能制造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快实现“湖南
制造”向“湖南智造”的新跨越。

� � � � �荨荨（上接1版）
为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三一重

工构建了“终端+云端”的工业大数据平台，自
主研发智能器件和专用传感器等“终端”，实现
了对集团旗下泵车、挖机、路面机械、港口机械
等132类工程机械装备状态信息的低成本实时
采集。

这一部署成效明显。如今，三一重工的服
务工程师降至1000名。

“可以说，三一集团打造了工程机械领域
最早的物联网平台。”王锦霞介绍，从2008年
至今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超过23万台工程机械
数据接入， 累计超过1000多亿条的工程机械
工业大数据。

三一的成功对树根互联无疑是一个很好
的启蒙。经过近10年的数据积累、技术沉淀，
以及15亿元持续投入，2016年岁末，树根互联
正式成立，引起了业界轰动，三一集团作为工
程机械领域的巨头，跨界玩起了工业互联网。

不过，树根互联项目中，三一重工仅作为
投资方参与，树根互联带有更强的互联网公司
基因，并发展成工业互联网的“大玩家”。

2017年2月份， 树根互联网的核心产
品———根云平台正式公开发布，三一重工“体
外”孵化的工业互联网项目开始崭露头角。

18号厂房试验， 看大数据如何
唤醒机器智能

玻璃幕墙的外立面、清澈的小水池、高大
的棕榈树、米色的咖啡凳，三一重工在长沙的
18号厂房的一角，布置得有些像一个颇具工业
气息的咖啡馆。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智能化制造车间，有混
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口机械等多条装配线。

这里生产的每一台机械设备，均配备有一
个“黑匣子”———“SYMC控制器”，连接了设备
上50个至200多个传感器，专门采集设备运行
的“大数据”，包括位置、运行轨迹、油压、转速
等。

在三一重工企业控制中心， 记者看到，由
“黑匣子” 采集的每一台设备的实时位置和运
行轨迹在大屏上实时显现，工作状态通过三维
动画展现， 甚至连泵车每节臂架的展开角度，
都一清二楚。

大数据有多聪明？长沙树根互联技术有
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锦霞举例，哪节臂架最
容易出问题，它可以提示设计、生产部门进
行改进；哪个零部件最近故障比较多，它将

提醒物料、售后部门多备货。
王锦霞表示，基于根云工业互联网赋能平

台的智能研发，使18号厂房质量提升、产品推
向市场的速度提升30%以上。

更神奇的是，这些大数据还可以预测中国
经济走势。有研究表明，以挖掘机、泵车等工程
机械为代表的开工小时数和宏观经济趋势有
着高度的“正相关”。这些数据由于其采集样本
大、实时准确，也成为了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
参考依据。

为中小企业赋能 ，接入各类
高价值机器设备40万台

2017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第二届中国

(长沙 )智能制造峰会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与树根互联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树根互联将用5年时间，在长沙
经开区建成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区。

“受限于投入成本、研发周期等原因，
中小企业一般不会自己开发工业互联网平
台， 而树根互联能够以契合需要的服务高
质量为其提供工业互联网应用。”长沙树根
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锦霞说。

目前，根云平台已接入各类高价值机
器设备 40万台， 中小企业客户占比超过
80%。

在湖南，已有蓝思科技、优力电驱、万通科
技、星邦重工等湘企先行对接根云平台。

接下来根云如何实现价值延伸？
“虽然树根互联起源于三一对工程机械行

业的积累，但是其客户范围却并不仅限于该领
域。”王锦霞说，根云定位于跨行业、
跨领域赋能平台， 已开发出覆盖工
程机械、纺织机械、发电机组、农用
机械、 数控机床、3D打印等42个行
业的解决方案。

现在， 树根互联已发展成为
国内连接工业装备最多、 服务行
业最广的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公
司之一， 根云已能支持45个国家
和地区的设备接入， 初步形成全
球服务能力， 助力中国企业提升
全球竞争力。

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大玩家”
■相关链接

湖南制造
向湖南智造迈进

沈小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革命者，
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强调必须保持革命精
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这些重要
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提振精气神，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具有强烈的现
实针对性。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共产
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 创造形成了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
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因
为有了这些精神，我们党才领导人民取得了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需
要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
的革命精神，让其成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始终保持革命精神， 就要树牢居安思危、

励精图治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有了忧患意识，就能认清
历史与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并自觉地肩负为
国排忧、为民解难的责任。“为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乱”，领导干部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
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
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
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始终保持革命精神， 就要铸就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的顽强意志。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
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
来可以永远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要坚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能在需要变革
和创新之时裹足不前、畏首畏尾。

始终保持革命精神， 就要培育大公无私、
勇于奉献的价值追求。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
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只有一心
为公 、事事出于公心 ，才能坦荡做人 、谨慎用

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唯有真正把思想
境界和价值追求定位在使命为重、 奉献为本、
实干为先上，才能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
书写人生华章！

始终保持革命精神， 就要锤炼直面问题、
自我革命的鲜明品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 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
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
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
和刀口向内的勇气， 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
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检身，常
若有过” 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真
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
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周立夫

敢担当 、敢负责 ，无论哪个行业 ，哪
种岗位，都或缺不了。开启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实现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更需要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增强敢于担当的勇气 、
提升敢于担当的能力， 彰显敢于担当的
胸怀、夯实敢于担当的底气，让敢担当敢
负责成为基层主旋律。

选人用人上 ，首先要坚持 “重基层 ”
的用人导向。重用扎根一线的人，对扎根
基层、实绩突出的干部 ，大胆选拔 、放手
使用，形成干部愿下基层、愿长期扎根基
层的良好局面， 要把基层工作经历作为
干部成长进步的必需途径和硬性要求 ，
为基层一线优秀干部“脱颖而出”搭建平
台，开辟“绿色通道”。二要坚持“重实干”
的用人导向，重用敢于担当的人。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必须始终坚持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 、勤政廉洁
的用人标准， 更加突出敢于担当的用人
导向，真正让有锐气 、勇作为 、敢担当的
干部“吃香”，让圆滑讨巧、不思进取的人
靠边。三要坚持重用群众满意的人，坚持
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爱戴不
爱戴、公认不公认作为重要标准，选拔一
批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口碑好、 品行
高、讲正气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体制机制上，要完善容错机制，使基
层干部敢上“战场”。要坚持“三个区分开
来”原则，对工作敢闯敢试、敢作敢当，虽
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者出现偏差失误 ，
但依法依规 、勤勉尽责 、出于公心 、未谋
私利的干部， 党组织要善待失败、 宽容失
误、积极主动为其担当。要通过建立“在工
作一线”考评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愿上“战
场”，让干部有“闲不起”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忧患感和“懒不得”的紧迫感。要根据岗
位和职责情况，将年度工作目标逐层分解，
逐项量化，动态考察，实行全员量化捆绑，
实现工作成效与年终考核无缝衔接， 引导
基层干部争着上“战场”。

在作风建设上，要强化“三个监督”。
强化对基层落实 “八项规定” 精神的监
督，尤其要加强对厉行节约 、公务接待 、
职务消费等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签单上的奢华”以
及党政领导干部参赌涉赌、 收受红包礼
金等问题。 强化对基层党内政治生活的
监督，以严的态度 、严的措施 、严的纪律
管理干部 ，引导干部懂规矩 、守纪律 。强
化对基层实施精准扶贫的监督， 重点对
干部的执行情况实行重点事项全程督
查、紧急事项即时督查、日常事项定期督
查，多管齐下，立体约束。

（作者系江永县委书记）

马进彪

近日，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等在内的众多主流媒体集中发声，严肃批评嘻
哈歌手PG� One（王昊）的歌曲《圣诞夜》歌词极
为低俗，不仅有暗示吸毒、滥情嫌疑，而且用下
流词语侮辱女性。目前，这一低俗不堪的作品
已全部下架，PG� One本人也被排除在长沙举
行的相关演出之外。

2017年号称“中国嘻哈元年”，国内多档嘻
哈类音乐选秀节目的热播把嘻哈这一亚文化
领域的表演形式推到娱乐前台。作为《中国有

嘻哈》2017年全国总决赛冠军的PG� One也借
此收获了大把粉丝。然而，拥有广泛受众群的
歌手唱着怂恿青少年吸毒和侮辱女性的肮脏
歌词，其影响极其恶劣。

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是嘻哈的主要拥
趸。作为一个公众人物，PG� One如此“三观”不
正的行为，如同一颗定时炸弹，炸掉的正是青
少年心目中公序良俗的底线。 正因为如此，主
流媒体的发声， 立即得到了更多网民的支持。
有网友留言：为何这种脏话连天、低俗至极的
作品能进入市场？“流量”歌手难道就可以没有
底线，为了娱乐大众随意“耍流氓”？

面对此事， 公众除了对歌手本人的素质之
低感到惊诧之外，还不应忽视了对幕后推手的反
思。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娱乐市场中，“自带流量”
就是成本最低的运营方式。 在利益的驱使下，不
乏造星企业和音乐平台公司无视道德底线，任由
《圣诞夜》这种露骨至极、“三观”不正的歌词流通
音乐市场的现象，这是典型的流氓造星招法。

社会需要正能量的文化，需要基本的公序良
俗，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
社会必须要给予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土壤。而
PG� One肮脏的歌词， 已经污染了社会文化的土
壤，虽然粉丝们愿出钱买单，但“流氓+流量”不应
成为娱乐圈爆款。从社会宏观意识和社会文化进
步上说，歌手再有号召力，也没有权力让粉丝喝
下精神毒药。如果歌手或所谓的包装平台失去了
道德底线，那就应当受到严厉的责罚。

江德斌 汪昌莲

岁末年初是消费旺季， 也是商家冲
刺销量的好时机。 如今网购已然全面普
及，线上线下融合如火如荼，新零售模式
亦来势汹涌。 不过， 在电商做大做强之
际，也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部分电商平
台滥用优势支配地位，强迫合作商家“二
选一”， 试图垄断相关品牌的销售渠道，
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显然，此举不仅侵
犯到合作商家的自由选择权， 破坏了公
平竞争环境，亦会造成价格被扭曲，间接
损害消费者利益，实则是不可取的。

零售业 “二选一 ”的做法由来已久 ，
现在电商平台搞 “二选一 ”，实际上就是
延续传统零售业的不当做法。 传统零售
业一直遵循 “渠道为王 ”的规律 ，谁垄断
了销售渠道，谁就获得市场支配权，从而
坐享最丰厚的利润。 此前电商平台得以
快速崛起， 就是对传统零售业的垄断地
位发起挑战， 给予诸多合作商家开辟了
新的销售渠道， 从而摆脱传统商超的控
制。可如今，电商平台却逐步变成了新的

渠道垄断者，并异化为曾经挑战的对象，
不啻为一个莫大的嘲讽。

事实上 ，不仅商家对 “二选一 ”难以
接受，许多消费者也表示了担忧。相比到
商场买东西，电商的优势在于选择丰富、
方便比较。电商平台“二选一”，意味着买
东西的选择空间变小了， 比较范围也变
小了， 对消费者来说， 电商等于在开倒
车，又回到了实体店经营的原点。

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早已发布 《网
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
定》，明确电商平台不得“限制、排斥平台
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
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即禁止电
商平台实施 “二选一 ”。近日 ，《浙江省电
子商务条例（草案）》全文公布，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亦有相关规定，明令禁止电商
平台要求网店 “二选一 ”。在电子商务发
展已趋成熟之际， 确实有必要进行全国
性立法， 对电商平台的垄断地位和市场
控制权加以制约，严格禁止搞“二选一”，
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让合作商家
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机会。

新声

� � � � 近日，代驾软件e代驾宣布上线“e代喝”服务，已经
覆盖全国36个城市。此消息一出，众多网友纷纷感叹，
此前网上流传的代喝酒段子真的变成了现实。 但在调
侃之余，更多的声音则是担心“代喝”的风险：“万一喝
酒时出现了问题，谁来负责？平台方是否有规范的条款
作为约束？”

据了解，平台对供需双方并没有约束，具体的价格
和补充协议由双方沟通商议，发生意外由用户承担。然
而， 代人喝酒可能会面临诸多涉及人身健康或安全方
面的隐患，因此,“代喝”平台有责任对通过平台进行的
活动实施监管， 防止出现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的
情况。

文/彭艺 图/尹志烨

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永不过时 让敢担当敢负责成基层主旋律

电商“二选一”须禁止

“流氓+流量”不应成为娱乐圈爆款

新闻漫画

“代喝酒”
须在监管下进行

� � � � 1月3日， 长沙三一重工的18号厂房， 工人正在装配线上作业。 这里是亚洲目前最大的智能化制
造车间。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彭艺

谁也没有想到， 三一重工这一国内工
程机械制造行业巨头， 这几年在遭遇市场
寒流的同时， 早在落子一盘面向未来的大
棋：2016年岁末，三一集团作为工程机械领
域的巨头，正式“跨界”进入工业互联网。

相比互联网，人们对工业互联网的概
念相对陌生些。 然而，对于传统制造业来
说， 物联网却是它们实现老树新枝的捷
径。

具体到三一来说，通过工业互联网就
能把分布全球的几十万台设备连接起来，
实时采集运行参数，实时掌握每一个产品
的一切情况，通过远程管理设备群的运行
状况，实现对产品的精准分析、预测和运
营等支持服务，并且借助大数据实现传统
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升级，让产品更好适应
市场、适应用户。

从十年前的物联网，到工业大数据平
台，到目前互联网大平台的“根云”，三一
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传统制造与人工智
能等领域手法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自信。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住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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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哪个方面，三一进军物联网的战略布
局，都契合这一时代潮流。

因为抓住了智能制造这一核心， 今
天的三一已远非我们原有印象中的三一，
它所孕育的潜能也将超出我们的想像。

抓住智能制造
这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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