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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1月11日，长沙市雨花经开区，湖南驰
众机器人有限公司组装车间演示厅里，一
台长5米、宽2米、橘黄色的大型机器人，格
外抢眼。 这台看上去有些笨重的机器人，
“行走”起来却很灵便：既能前后左右走，还
能打转转。

发明人、公司创始人邹攀乐呵呵地说：
“这是我们为中车公司量身打造的大型、能
够旋转的工业移动机器人（AGV)，不仅填
补了国内空白， 而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地位。”

这台工业移动机器人， 只是邹攀和他
师傅领衔的技术团队， 依靠自主创新研发
的多款类型和品种的机器人之一。 正是因
为他们不断创新， 实现了工业移动机器人
在湖南零的突破， 并牵动中国移动机器人
不断迈上新台阶。

湖南工业移动机器人
实现零的突破

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一年6月，邹攀
从长沙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年初，邹攀作为实习生，来到地处星沙的众
泰汽车公司上班。上班不久，邹攀跟着部门
领导兼师傅的袁志勇， 去意大利菲亚特汽
车公司参观学习。

那时， 在国内， 大家对机器人还很陌
生。汽车的生产和流水线组装，都是人工。
在意大利，邹攀看到不同的组装场景。多数
工序都是由机器人完成， 其中一个场面让
邹攀记忆尤其深刻：在组装发动机时，一台
移动机器人首先从指定的地方， 将几百公
斤重的发动机“抬”起，在规定时间内，运送
到流水线上，并精准地组装到汽车的指定位
置。效率高，组装准，节约五六个人的成本。

邹攀和袁志勇想： 中国的汽车组装流
水线上如果也用上机器人该多好。

回到长沙， 他们想自己研制机器人。

“人家能做的，我们肯定也能行。”
说干就干。因为在大学学汽车工程，邹

攀对机器人的原理心里有数， 但是终究隔
行如隔山。邹攀和师傅一边查阅资料，向业
内人士请教；一边做程序设计、画图，自己
制作。

历时近两年， 仅图纸就画了上千张。
2009年底，他们研制出底盘合装移动机器
人。这是湖南生产的第一台移动机器人，
尽管在试用时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但它
的诞生实现了湖南工业移动机器人零的
突破。

技术上连续抢跑
使湖南AGV后来居上

据介绍，从技术上分类，机器人主要分
为本体机器人和集成机器人两类。 所谓本
体机器人， 就是技术和主要零部件都是自
主研发。集成机器人，其技术和主要零部件
都是靠引进。

以前，国内研发本体工业机器人的，只
有沈阳新松和昆明船舶。 邹攀和师傅研发
的工业移动机器人，从一开始，技术和主要
零部件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也就是说，湖南
工业移动机器人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
是一台本体机器人， 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
产权。

“技术和主要零部件都是我们的，所以
我们随时都能进行创新修改。”邹攀说。

正是因为他们在改进中不断创新，从
而使他们的机器人在技术上连续抢跑，实
现了很多领域的“后来居上”。

比如，在速度上，他们的机器人，最初
每小时只能满足15台汽车组装的需要。经
过改进，2010年， 提高到30台。2017年，提
高到65台。“这个速度，目前在国内已经排
到了第一。”

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 难免会撞到人
的身体，对人造成伤害。

荩荩（下转2版）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当前共享单车好
找，但道路安全和骑行通畅却保障不足。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由该厅组织编制的《湖南省城市（县城）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及建设标准（试行）》（以下
简称《导则标准》）本月下发，旨在对各地进行指导规范，让
“路权”向步行和自行车回归，有效推动绿色出行。

一直以来，受以机动车发展为主导的城市规划建设
观念影响，我省各地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间未获有效保
障，屡屡被机动车道侵蚀，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省住建厅介绍，《导则标准》 在广泛借鉴全国先进城
市建设经验并统筹考虑我省实情基础上编制， 是从规划

设计到全面实践的指导性标准。其中，根据城市（县城）规
模大小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提出总体要求、 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停放点设置原则等，在全国具有前瞻性。

《导则标准》还提出，各城市应根据实际道路情况逐
步恢复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对于现有步行和自行车空间
不足的道路， 鼓励通过道路改造削减机动车停车位、缩
减机动车道或减小交叉口路缘石转弯半径，以优先保障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空间；步行道和自行车道通过各
种合理的措施与机动车道隔离，保障行人和骑行者的安
全性； 提高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施水平和环境品
质，引导城市交通向绿色公共交通方向发展。

�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粟汇华）今天，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与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通道大健康产业示范区投资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康养开
发等方面进行合作， 共同打造大健康产业
“新城”。

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2年，是北京大学4大产业集团之一。
根据协议， 该公司将依据通道现有自然条
件和资源，制订全域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在通道工业集中区建设未名科技园； 在双
江镇琵琶村和芋头村一线实施“未名公
社———琵琶村”乡村振兴计划；以陇城镇、

坪坦乡和双江镇侗情旅游风情线为载体，
建设国际慢病康复协作示范区； 以万佛山
镇龙底漂流旅游区为载体建设森林康养示
范区等。

大健康产业示范区项目由北大未名生
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今年3
月启动实施，预计3到5年时间建设完成。建
成后将对通道文化旅游、医药健康、生物农
业等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为全县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该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 核心区面
积约50平方公里，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人民币， 年缴
纳税收1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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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晗）“湘江新
区号” 卫星即将升空，“智汇湘江·科创新区”
科研成果转化路演活动再度升级， 智能制造
项目集中签约， 湘江基金小镇开工在即……
隆冬时节，湖南湘江新区项目建设热浪滚滚，
吹响“产业项目建设年”的进军号角。

去年， 湖南湘江新区在进一步完善顶层
设计、理顺体制机制的同时，坚持项目为王、
产业为重，厚植新区发展优势。新引进华大基
因、 国金新能源汽车等投资过百亿元的重大
产业项目9个，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24%；
移动互联网、增材制造、北斗导航、现代金融
以及创新创意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人工智
能、基因健康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96.4%。

同时， 湖南湘江新区加快培育金融生态
体系，疏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管道。去年，湖
南金融中心聚集法人机构、 省级分行和持牌
金融机构近20家， 湘江基金小镇基金管理规
模突破1000亿元， 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超
过130亿元，新增上市企业5家，金融对实体经
济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今年， 湖南湘江新区将围绕推进经济和
产业高质高速高效发展， 铺排重点项目461
个，年度计划投资1310.7亿元。通过建立“一
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团队、一跟到底”的领
导联点制度，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一年
一考核， 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投资进度达到或
超过100%。目前，新区已按照区域内各园区、
区（市）、片区主导产业遴选出10大项目，将以
“产业项目建设年”启航周活动为牵引，签约
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路演一批产业项
目，扎实推动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张迎春表示，新区要紧
紧扭住产业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聚焦实体经济，积极打造优势产
业链，在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年”中走在前列。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徐虹雨）1月12日，常德市公安局武陵
分局永安派出所副所长欧兰英通过“三实信
息”核查，抓获一名信息上网不到3天的逃犯。
谈起这事， 欧兰英淡淡地说：“这是我分内的
事，不值一提。”

今年36岁的欧兰英是常德市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融入”（融入文化艺术、典
型宣传、城市建设、日常生活）而涌现出来的
一个典型。她10年坚守东苑社区，为民办实事
1万余次，记下民情日记100余本，被评为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

近年来，常德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重
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融入”，使
之渗入广大市民的生活中。市委宣传部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主题词为主要内容，创作
《信仰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歌》，
并组织传唱。还以田工、王新法等31名“常德好
人”为原型，拍摄微电影。市财政每年拿出20万
元，奖励和帮扶道德楷模，推动形成德者有得、
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同时，在市区园林景区、
人流集中区、高速公路出入口、建筑工地等处，
设置核心价值观景观石、景观灯、围挡图说等；
在常德步行街建设诚信商业街，发布“诚信红
黑榜”；以家风建设为重点，推进乡风文明。

“四个融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常
德市落地生根。2017年，该市产生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获得者1名、省道德模范1名，中国好
人榜好人5名、湖南好人榜好人12名。该市城
市颜值与气质同步提升，为“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 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2017年，
常德市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同时，成功引进中
国医药、中国中车、德国卓伯根集团等多家战

略投资者，成功承办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研讨会、全运会龙舟赛、全国
100大城市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 首届海峡两岸旅行商交流大
会等，展现了常德城市的魅力。

� � � �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春节假期临近，“抢购”火车票高峰来袭。15
日起，旅客可通过互联网预购2月13日（腊
月廿八） 的火车票；16日可预购2月14日
（腊月廿九） 的车票；17日可购除夕当天车
票。按往年惯例，除夕前2天车票最为抢手，
建议旅客提前“下手”。

广铁集团介绍，在铁路出行高峰期，超
过八成的火车票通过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方
式售出。今年春运，铁路官网12306新增了
微信支付、在线选座、高铁叫外卖等功能，
网购车票更人性化。

以往，热门路线的火车票都在开售时被
“秒杀”。截至14日18时，2月12日（腊月廿七）
当天从北上广深等往湖南方向的火车票仅

剩少量无座票。不过，仍有部分广东往湖南
方向的列车车票受调图影响暂未发售。

旅客如果没能在第一时间抢到火车
票，还可以通过掐点“捡漏”的方式抢票。根
据规律， 一般在车票起售时间45分钟后、
开车前15天、开车前48小时，以及开车前
24小时这4个时间节点， 会有一波“退票
潮”，是“捡漏”好时机。

铁路部门提醒，暂未买到火车票的旅
客，不要通过第三方代购网站购票，避免
因代购方冒用他人信息导致无法在网上
办理退票、改签，影响出行。春运开始后，
湘粤间还将增开部分动车组和普铁临客
列车，请旅客密切关注12306官网获取最
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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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出台指导规范

让“路权”向步行和自行车回归

今起可“抢购”腊月廿八火车票
暂未买到票的旅客还可掐点“捡漏”

通道与北大未名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百亿元打造大健康产业“新城”

跻身工业移动
机器人第一方阵

驰
众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
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017年以来， 湖南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为重要抓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纠
“四风”、治陋习、树新风，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推动党风政风向上向好，社风民风焕然一新。

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作为重中之重

“作风建设是持久战，只能从严从紧，不
能放松放任。”2017年1月召开的十一届省纪
委二次全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的话言犹在耳。

一年来， 湖南持续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作为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 不断激
浊扬清，树新风、聚正气。

省委先后制定省内公务接待中禁止饮
酒、 进一步简化公务接待、 规范新闻报道等

“六条禁令”，省纪委机关出台20条规定，各市
州相继层层制定相应改进办法。 党的十九大
召开后，省委及时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
在精简文件会议、 改进新闻报道和调查研究
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更细的要求。 一年里，省

委、省政府及“两办”文件和会议精简达10%，
新闻报道进一步规范。

“宁乡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原站长叶军
违规收受红包礼金礼品，受到留党察看一年、
行政撤职处分”、“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研究院怀化分院院长吴卫华公款操办生日
宴，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上缴
或退还违纪款90526元”……一年来，像这样
点名道姓的通报已成常态， 全省共通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94期1815起。在被通
报的典型案例中，所涉领导干部有的在职，有
的已退休，有的在任内，有的已离任，他们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无一例外地受到严
肃处理。

荩荩（下转4版）

激浊扬清正气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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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近年来，长沙市以智能制造为统领，从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
完善政策支撑体系，营造多层次、全覆盖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推动“产业
智能化”与“智能产业化”，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突破。为了集中展示
长沙市智能制造的新典型、新成就、新经验，湖南日报今起推出“智能制造
看长沙”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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