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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抢占国内机器人
应用市场高地， 在智能制造
领域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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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机器人产业处于起步阶段， 但已经
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和软硬件条件， 潜力巨大。

产业发展方面， 截至目前， 我省机器人
企业已达250多家， 涉及机器人本体、 集成
应用、 零部件生产、 特种特型、 服务机器人
等板块的产业链条。 2017年1月至10月， 我
省机器人产业链工业产值约为130亿元， 涌
现出长泰、 华恒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

创新平台方面， 在长沙雨花经开区建立
了湖南省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已引进机器人
企业 （项目 ） 150余家 ， 初步形成了从研
发、 生产、 销售到培训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已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机器人研
发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生
产基地。

陈广江

几年前，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的影片
《桃姐》,讲述了一名保姆在雇主家“服役”
60年, 中风后被雇主家人反过来照顾的故
事。 艺术源于生活，长沙市文艺新村社区
孙锦秀一家和保姆王秀英之间半个多世
纪的情缘故事，堪称现实版的“桃姐”。

患难中见真情 ，当年 ，孙锦秀遭遇丈
夫离世后的家庭变故，是保姆王秀英在关
键时刻帮其照顾年幼的女儿，陪伴其渡过
难关。 正是这份用心用爱编织的关系，给
孙家带来了温暖。 “当年她养我女儿们的
小，如今我们养她的老，天经地义。 ”孙锦
秀一语透露的平凡之善感动了无数人，网
友的点赞如潮水般奔涌。

两位普通老人的故事何以触动人的
泪腺？ 仅仅是“好人遇上好人，温暖了更多
人”这么简单吗？ 近年来，媒体上时常出现
“毒保姆 ”报道 ，甚至还有极端的 “保姆纵
火案”， 似乎保姆与雇主之间永远隔着一
层不信任的围墙。 如何解开这种人际关系

上的桎梏，被“东家”奉为家人的百岁王秀
英老人 ， 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答
案———将心比心、方得人心。王秀英身上洋溢
着这个社会所亟须的正能量，让人由衷感动。

一份真情，一份回报。 “你养我小，我
养你老”，是传统孝文化最自然、最直观的
呈现 ，是世间最美好的事 ，但有时也是奢
侈的事。 现实生活中，拒不赡养老人的故
事屡见不鲜。 而孙锦秀和女儿却用行动回
报保姆的真情， 一家人接力赡养老人，演
绎了一段人间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 敬老爱老，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知恩图报 ，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最好体现。 两位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
小人物，但她们半个世纪互为“保姆”的情
缘堪称传奇，令人动容。

平凡之善最能触动人心，你若以善良
为底色，世界终会善待你。 大道至简，知易
行难，但愿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的故事
越来越多、越来越感人。

彭艺

跨入新年， 对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这家
享有较高美誉度的智能制造企业来说， 不仅
仅是时序上的更迭， 更意味着新一轮发展机
遇的到来：完成国企改制，实现员工持股，或
许是其浴火重生、展翅高飞的契机。

客观来看 ，由于体制上的约束 ，国有企
业或多或少会出现市场扩张自主性弱 ，员
工论资排辈情况多 ， 科研创新活力不足等
弊端。 推进国企改制，让社会资本进入以及
实现员工持股， 可以极大提高企业活力、抗
风险能力及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 帮助企业
做强做大。 例如， 长泰机器人在改制前，由
于活力不足 ， 十年来合作的新客户数量变
化不大； 而今年改制后， 企业负责人预计，
一年可新增客户80家。

放眼全国， 国资国企改革正迎来难得的
机遇。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完善国
资国企改革方案。

当然， 国企改制迎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如何让现有员工
迅速适应新变化、新身份；如何吸引更多顶尖
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如何制定更具活力的管
理机制；如何迅速应对市场风险，增强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等问题， 都有待企业在实践中勇
于探索，大胆破题。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叶 ）今天，有“长沙窑收藏第一大
家”之称的吴跃坚携女儿吴珊，向湖南省博
物馆捐赠其收藏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
题记扑满。 经过专家鉴定， 该扑满保存完
好、题记丰富，为目前国内仅见，是唐代湖
南佛教盛况的见证物。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 常务副馆长
李建毛代表馆方接受捐赠， 并向吴跃坚及
其女儿吴珊颁发《湖南省博物馆收藏证
书》。

扑满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储钱器具，现
在我们称之为存钱罐。 记者在捐赠仪式现
场看到， 这件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扑
满通高20厘米、底径12厘米，胎色灰白，顶
部有一个宝珠形状的提手，溜肩、圆腹、大
平底。宝珠与肩部相接处有两个对称的圆
形穿孔，肩部有“一”字形投钱孔。在扑满
的腹部，有用褐彩竖排书写的58字铭文。

李建毛介绍，作为长沙窑
“大中三年”纪年瓷器，扑满的
铭文中提到的道林寺是
长沙历史上的著名佛
寺， 僧人疏言也见于史
料记载。 道林寺坐落于
岳麓山下， 始建于六朝
时期，唐时名声鼎盛。初
唐大书法家欧阳询曾为
其题写匾额“道林之
寺”，骆宾王、宋之问、杜
甫、 韩愈等众多文人墨
客都到此游览。 据相关
史料记载， 唐宣宗大中
年间， 道林寺僧人疏言
入太原求取佛经， 运回
佛经5048卷，对长沙佛
教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因此，该扑
满为研究唐武宗灭佛

后， 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兴佛的历史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研究湖南佛教史、
会昌法难、道林寺历史的重要物证。

扑满的捐赠者之一吴跃坚从事长沙窑
相关文物收藏10多年，耗费巨资收藏了数
千件长沙窑精品。他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扑满就觉得它很
有价值，花了比较高的价钱收购。国内外一
些博物馆希望收藏这件文物， 吴跃坚都拒
绝了。 他说：“这是能够反映湖湘文化历史
节点的文物，应该留在湖南省博物馆。”

捐赠仪式后， 扑满被放入湖南省博物
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长沙窑展柜
向公众展出。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
建设年”。今天召开的全省发展和改革工
作会议透露， 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我省今年将突出产业发展，计
划投资1960.47亿元， 支持192个重点项
目建设。

根据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征求
意见稿），共192个项目，总投资逾1.2万亿
元，其中今年计划投资1960.47亿元。

其中，以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为主的现代产业项目为104个，今
年计划投资748.1亿元。如，长沙经开区今
年将新建磁浮装备产业园、 京东无人车智
能产业基地； 衡阳松木经开区将新建比亚
迪轨道交通（云轨）智能制造产业园。

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服务为主
的民生基础设施项目仍然是投资建设重

点，共55个项目，今年计划投资855.9亿元。
其中， 备受瞩目的长株潭城际铁路与石长
线间联络线计划今年开建。郴州北湖机场、
湘西机场、 潭邵高速二期大修工程计划今
年开工。

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胡伟林介绍，
今年我省将全力推动产业发展， 将园区作
为“产业项目建设年”主阵地，创建先进储
能材料、电动汽车、3D打印、机器人等一批
省级特色产业园， 争取新增2至3家国家级
开发区。 重点抓好100个重大产业项目、
100个围绕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引进100个500强企业和
100名科技创新人才， 积极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

据介绍，为了加快推动投资升级，我省
今年将强化产业投资考核指标， 引导各地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抓产业投资上来。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田拥军） 今天召开的全省发展和改
革工作会议透露，我省今年将确保怀邵衡
铁路建成通车。

怀邵衡铁路，西起怀化南站、东至衡
阳颜家垄站，为客货共线国家一级双线
电气化铁路，线路全长313公里，设计时
速200公里，串起怀化、邵阳、衡阳3市，

是中西部地区通往东南、华南的快捷通
道。

目前，衡阳坐高铁前往怀化，需经过
京广、 沪昆两条高铁线， 行程约2个半小
时。怀邵衡铁路建成后，将连接京广和沪
昆两条高铁，使湖南高铁网络形成“金三
角”闭环，从衡阳到怀化的动车车程不超
过2小时。

平凡之善最动人

拟投资近2000亿元

全省今年建设192个重点项目
主要投资高端装备制造等现代产业项目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16

确保怀邵衡铁路今年建成通车

衡阳到怀化，不超2小时

唐代长沙窑扑满“回家”
为目前国内仅见，系研究湖南佛教史重要证物

� � � � �荨荨（上接1版）
据悉， 此次我省获奖项目分别为16项科技

进步奖和1项自然科学奖，涵盖现代农业、高端
装备制造、人口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领域，成果在推广后
均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6个我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中，还包括湖
南大学曾光明领衔完成的“功能纳米材料和
微生物修复难降解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湿地
新方法”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冶
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叶恒棣领衔完成
的“高效节能环保烧结技术及装备的研发与

应用”项目、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唐岳领衔
完成的“药剂高效分装成套装备及产业化”项
目、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胡建华领衔
完成的“山区大跨度悬索桥与施工技术创新
及应用”项目等3个项目,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 � � � 1月8日， 湖南省博物馆，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扑满。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点评

让改革激活企业新动能
■相关链接

湖南机器人产业
潜力巨大

� � � � 1月8日，湖南省工业机器人产业示范园区陈列大厅，长沙长
泰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的“长沙一号”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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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颜晓

自主创新造就“中国大脑”

1月8日， 长沙雨花经开区湖南省工业机
器人产业示范园区陈列大厅，“长沙1号”机器
人格外显眼。

这款由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简称
“长泰机器人公司”）打造的6轴机器人，四肢
灵活、 头脑发达， 在国内机器人行业赫赫有
名。

“‘长沙1号’ 内置通用机器人软件工艺
包，可根据应用需求，执行喷涂、码垛、上下料
等程序。”长泰机器人公司董事长杨漾拿出一
个硬盘状的黑盒子告诉记者， 这就是机器人
的大脑，它集成了相关数据的创新算法，信息
处理能力强。 长泰机器人公司在业内率先实
现了机器人控制系统硬件化。

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减速器是机器人本
体的3个关键部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长泰机器人公司通过不断自主创新，攻
关控制系统，为机器人植入了“中国大脑”。

“公司平均每3名员工就有一项专利。”杨
漾介绍，2017年，长泰机器人公司申请发明专
利40项，荣登“智能制造专利申请TOP10排
行榜”国内智能制造企业第二位，成为国内机
器人行业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这，也是长泰机器人公司能够异军突起，
一跃成为全国领先的机器人工业智能终端制
造商的秘诀。

铸造是制造业的基础。 铸件表面清理是
工作条件较差、 污染较重的工种。2014年，长
泰机器人公司创新研发出铸件清理系统，一
举获得了国际机器人行业“奥斯卡奖”———
IERA发明与创新奖，打破了国外机器人企业
在该领域的垄断，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相比传统工艺，机器人铸件清理系统可

提高效率40%以上， 还把工人从噪音和粉尘
的作业环境中解放出来。”杨漾介绍，2017年，
长泰机器人公司铸件清理系统产业化步伐提
速，助推“长沙1号”机器人走进汽车、铸造、航
天等领域。

抢占国内机器人应用市场高地

去年，《战狼2》 成为国内最火的一部影
片。

“战狼”的座驾———北汽BJ40越野车也成
了越野车的明星产品。

而北汽BJ40越野车正是由长泰机器人公
司提供的智能生产线制造。

影片上影后，长泰机器人公司名声大振。
影片上映当月，长泰机器人公司订单大增，接
近5000万元。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长泰
机器人公司董事长杨漾认为， 机器人是集软
硬件、芯片、内容、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

工程，而并非人们仅仅看
到的机器人本体，或者说
一个机器手臂。

“长泰机器人公司不
仅拥有自主品牌机器人，
还是成套智能装备提供
企业。”杨漾介绍，就制造
企业的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 长泰机器人公司具备整体工艺规
划、设备合理布局及参数设置、视觉应
用等核心技术。

中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
器人市场。 但在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
领域， 国外品牌几乎垄断了汽车制造
等高端行业， 只有很少的中国机器人
企业能从国外机器人巨头那里“虎口
夺食”。

长泰机器人公司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
虎。

从汽车焊装单站做起， 到拥有柔性总拼
关键工位技术，再到焊装整线设计加工，长泰
机器人由点到线及面一步步攻破焊装工艺，
2011年成功进入汽车领域。

目前， 长泰机器人公司的产品线服务于
国内各大汽车主机生产商，包括东风、北汽、
吉利、长丰、比亚迪、通用等，且已涵盖汽车制
造的几大工艺全过程。

长泰机器人公司还成功研制出全过程铸
造生产线、智能物流生产线、危险品智能制造
成套装备等产品，广泛应用到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航空航天、民爆等领域，抢占国内机器
人应用高地。

创新体制机制，浴火重生

长泰机器人公司名气大，规模却不大，近
几年的年销售收入稳定在2亿元左右。

“由于体制机制约束，企业难以施展拳脚
大干快上，客户多年维持在100来家，且应用
领域单一，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长泰机器人
董事长杨漾介绍， 近日省国资委所属湖南中
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收购了长泰机器人公
司，并实行股份制改造，员工持股39%。

“改制将让企业浴火重生。” 杨漾认为，
员工变股东，将极大地激发企业的活力。

改制后的长泰机器人公司将立足湖南、
面向全国， 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全产
业链智能化解决方案。 长泰机器人公司将聚
焦智能制造， 开创中国机器人系统集成行业
新格局。

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
位， 长泰机器人在中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领
先地位可见一斑。杨漾表示，公司将充分发挥
自身的技术优势， 打造新的工业服务型机器
人，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新突破。

“中国机器人市场应用前景广阔。”杨
漾对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接下来长泰机器
人公司将奋力开拓航天、 新能源汽车、医
药、服务型机器人等领域，今年预计新增客
户80家， 未来几年销售收入或将呈爆发式
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