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高端智能装备对接资本
湘江新区7项目获意向投资近6亿元

� �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陈庆愉）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立方
米混凝土完成浇筑，由湖南路桥集团承建的
南洞庭大桥主塔成功封顶，这座被誉为“三
湘第一跨”的斜拉桥建设完成关键性节点任
务，为南益高速年底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南县至益阳高速公路 (简称“南益高
速”)， 是湖南高速公路网规划南县至常宁
高速公路中的北段。 南北走向，起于南县程
家山，接已建的岳阳至常德高速公路，往南
经茅草街、沅江，止于益阳市资阳区，与已
建的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相接， 并顺接益
阳绕城高速公路，全长86.72公里。

作为我省在建最大跨径、 最大桩长的

斜拉桥， 南洞庭大桥是南益高速的控制性
工程， 主桥斜拉桥全长813.9米， 单跨450
米，塔高162米，最大桩长106米。

南洞庭大桥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难度极
大。 为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 湖南路桥进行
了一系列技术创新。 大桥35#墩、 36#墩为
水中施工， 如果从陆地便道运输混凝土时间
较长。 为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部独创水上运
输混凝土施工方案， 相比陆上运输缩短了14
公里的运输距离， 大大减少了混凝土的运输
时间。

湖南路桥集团总经理龚智辉介绍， 工程
下阶段将进入大桥主桥钢箱梁、斜拉索、桥面
系施工，大桥预计今年12月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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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杨
东燊） 工业发展不断向好带动能耗大幅增长。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2月我省规模工
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989.59万吨标准煤，同比
增长9.1%，创近五年同期最高增幅。

据统计， 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
20个大类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 其中4个
大类行业增势尤为迅猛：烟草制品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能耗增幅均达23%以上；纺织服装服饰

业能耗同比增长18.9%。
分地区来看， 全省除张家界和怀化外，其

余12个市州综合能源消费量全部实现增长，邵
阳、 常德增幅最大， 分别同比增长17.2%、
27.5%。

值得欣喜的是， 我省工业能耗增大同时，
能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前两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回收利用量同比增长
6.9%； 原煤入洗加工转换效率同比提高1.4个
百分点； 炼焦与制气加工转换效率同比提高

1.8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当前我省能源消费的主要问题是

高耗能行业能耗居高不下。1至2月全省六大高耗
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11.2%， 增幅比
去年、前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个、28.9个百分点。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曹娴 王晗）今
天，湘江新区举行“智汇湘江·科创新区”科技
成果转化暨高端智能装备专场路演活动。 现
场，7个项目获得意向投资近6亿元。

“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城际智能重卡，目前
自主改装的重卡已开始路测”“2017年我国重
卡保有量是593万辆， 预计2020年将达683万
辆，这是一个千亿市场”……智能驾驶是当下

热门话题，来自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总经理马
潍的项目演讲， 迅速获得现场投资人的青睐，
其中一家创投公司举牌5000万元。

这场高端智能装备专场路演活动上，专注
于轻量型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李群自动
化”，希望通过融资加快扩大产能，丰富产品品
类；团队平均年龄仅28岁的睿图智能，主攻“机
器人的眼睛和大脑”， 尝试将基于计算机视觉

的目标识别技术， 用于医疗辅助诊断领域；还
有专注高档玻璃材质检测的品图科技、开发农
业种植服务物联网数据化平台的沙帮智慧农
业、 致力提供清洁水上动力能源的亿动科技、
用智能装备解决乡镇污水处理难题的固润科
技，都带来了精彩的路演项目。

此次活动由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省科技
厅主办，长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湖南大学、全
国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成果转化联盟、湘江新区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办。

据悉，为构筑“政、产、学、研、金”五位一体
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湘江新区管委会今年全
年将举行12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路演活动。

谈经论市

孟姣燕

两场不同主题的旅游推介会3月27
日在长沙举行，主办方分别是江西吉安
市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政府和
旅游主管部门。两场旅游推介会皆以航
线开通为契机，两地景区、旅行社积极
对接外，航空公司争相扮演起“吆喝”的
主角。

幸福航空长沙至井冈山航线开通，
过去自驾4小时的路程缩短至飞行1小
时，井冈山等景区对乘坐航班的湖南游
客实行门票全免；南航长沙至新疆伊犁
航线开通，两座旅游资源互补的城市搭
起“空中桥梁”，游客出行更加便捷。

过去，航线营销与旅游营销单兵作
战，如今合唱一台戏，效果良好。会议结
束后，一些企业仍在密切对接。

航线营销深挖目的地的旅游资源，
让出行增添几多期许；旅游营销凭借快
捷的出行方式和价格折扣红利，把目的

地的美好变为游客出游的冲动。
航空运输是旅游六大要素之出行

要素，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航空运输业
提供了客源支撑。 “航空+旅游”越来越
成为行业共识，两者在融合中积累了很
多有效的商业模式。 比如，买机票送景
区门票，创新立体式航空旅游产品等。

航空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是同
样的客户。正如幸福航空和南方航空此
次开通的两条航线，正是看中湖南尤其
是长沙这一巨大客源地。

如今，人们对出游的基本要求是既
省心、省力，又有一定的品质保证。航空
公司在线路、机票上拥有主动权，旅游
企业擅长服务、产品设计。 两者的深度
融合要充分考虑客户的需求，形成统一
的长期经营的思想， 进行信息共享，以
客源互送、优势互补的原则，提供多元
化的一站式优质服务产品。 如此，才能
产生“1+1大于2”的效果，才会有更多游
客为之买单。

旅游+航空，1+1如何大于2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熊远帆）总
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广汽菲克传出喜讯，
其高端7座SUV（运动型多用途车）———
Jeep大指挥官昨天上午在长沙工厂总装车
间正式下线。 这是Jeep品牌的第4款国产车
型，也是首款在中国市场首发的全球车型。

广汽菲克执行副总经理李进介绍，经
过所有开发、生产团队的努力，大指挥官
的量产时间比预计提前了1个月。 随着全
新Jeep大指挥官的投产，广汽菲克完成了
从紧凑型SUV到全尺寸豪华SUV的全线
产品布局。 同时，作为菲克集团第一款在
中国投产的全球车型，由菲克集团北美和
中国顶级的专业研发团队共同开发，通过
大指挥官项目的实施， 广汽菲克的研发、

制造、成本控制、内部管理、人才培养等各
项能力都实现了全面提升。 此外，广汽菲
克在长沙的发动机工厂也正在导入两款
菲克集团全球同步开发的技术领先的发
动机，将实现发动机的长沙造。

据悉，去年，长沙汽车制造产业产值
达1200亿元。 其中，广汽菲克国产车型累
计销售突破20万辆， 同比增长超过40%，
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今年长沙还将加快推
进京东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项目、烁普动
力锂电池隔膜项目、日本住友橡胶轮胎扩
产项目、金杯新能源项目建设，确保长沙
健科电子项目、 戴卡二期项目竣工投产，
瞄准汽车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短板，高质量
推进产业链发展。

“长沙智造”再添新车型
Jeep全球车型大指挥官长沙下线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曾祥林 侯迎） 小微企业买厂房
也可像居民买住房一样按揭贷款。 今天，
农行长沙分行率先在全省发放首批“厂
房贷”， 小微企业长沙华泽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利用农行长沙分行发放的300多万
元贷款， 在长沙高新区购置厂房“安
家”。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小微企业面临
的难题， 特别是在购置硬件设施设备时，
很多小微企业都会面临融资压力。“厂房
贷”是农行湖南分行专门为小微企业量身

打造的固定资产类融资产品，小微企业在
购置工业用房时，可采取居住购买住房的
方式，进行按揭贷款。“厂房贷”贷款额度
高、贷款期限长、还款压力小，能够有效缓
解小微企业因一次性大额支出而造成的
资金周转难题。

“在专注服务三农的同时，还将助力
小微企业发展。” 农行长沙分行行长刘连
超介绍，今年，农行长沙分行将陆续推出
“数据网贷”“年审制个人经营贷”“小微企
业信用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普惠金
融事业部，为小微企业服务。

小微企业购买厂房也可按揭贷款
我省首个“厂房贷”发放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周玲旭 罗舜爱） 在线申请、在线
支用、随借随还。昨天，记者在省国税局与
建行湖南分行共同推出的线上“银税互
动”平台———“云税贷”上看到，上线仅3
天，建行湖南分行已通过该平台为171家
纳税户授信6132万元。

“云税贷”是省国税局和建行湖南分
行针对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推出的互联网自助贷款平台。全省纳税

信用为A、B级，且银行信用良好，无逾期
和欠息记录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
需提供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等资料，就可
通过该平台在线办理贷款业务，贷款额度
最高达200万元。

近年来，省国税局大力推进“银税互动”
工作，先后与13家商业银行签订了“银税互
动合作框架协议”，“以信授信”产品达到20余
项。2017年全省共有3856户诚信纳税的企业
通过“银税互动”平台贷款66.26余亿元。

纳税信用良好即可在线办理贷款
“云税贷”上线3天授信6132万元

�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郭力嘉）“距离实线仅10厘米，请
向左打方向盘。”今天上午，在株洲一所驾
校，机器人“教练”通过语音向学员作出提
示。

据悉， 这是我省首个全智能机器人
“教练”。 目前，首批10台机器人“教练”车
正在安装，按计划将于4月中旬上岗。

机器人“教练”其实是一套驾驶员培
训人工智能教学平台， 包括智能传感系
统、精准位姿测控系统、基于知识库的智

能教学系统等。 在学员学车过程中，它能
自动根据学员的操作以及身体动作给出
指点，发出指令。 通过车辆前后安装的20
个距离传感器，在出现危险时，机器人“教
练”还可主动制动，实现训练零风险。 目
前，国内只有少数地方使用这一平台。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机器人教练” 可有效减轻教练员劳动强
度，为学员提供更充足的学习时间。 根据
试点情况，株洲市将逐步推广机器人“教
练”。

全省首批驾考机器人“教练”
将在株洲上岗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陈利群 洪炜）3月29日， 中欧水
平台合作项目技术交流会在常德举行，来
自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等国以及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20多名专家聚集常
德，就中欧水平台合作、城市治水及相关
政策、法规等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这次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与常德市政府主办。中欧水平台合作项
目又名“地平线2020项目”，旨在通过国
际合作，助推海绵城市建设，保护生态环

境。 目前，已在北京和常德试点开展中欧
海绵城市建设合作项目。

据了解，2004年，常德市政府联合荷
兰乌特勒支市政府， 针对穿紫河污水治
理，向欧盟申请了城市河流污染治理环境
对话项目，获得欧盟支持。 2015年，常德
成功入选我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
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孔彦鸿表示， 常德在治水方面取得了成
效，召开这次会议将有助于常德在治水方
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中欧专家聚常德研讨“治水”

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大增
1至2月同比增长9.1%， 创近5年同期最高增幅， 能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南洞庭大桥主塔全面封顶
预计今年12月底通车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邹靖方）昨
天， 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在湖南省博物馆启
动2018“中国匠人”计划，在天猫推出固定
栏目，从品牌建设、渠道管理、大数据产品
创新等方面为手工艺人提供商业赋能，并
搭乘“天猫出海”，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传统
工艺的魅力， 目标是一年孵化出20个千万
级以上的匠心品牌。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湘绣素有“绣花
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的美誉。湘绣大师成新湘
与梦洁家纺合作，推出湘绣《一树花开》长绒棉
绣花套件，天猫限量发售，价格十分亲民。

梦洁家纺CEO李菁表示， 中式特色的
产品通过天猫出海， 将让国外友人也能亲
身体验到“一线一线、丝丝入扣”的中华文
明瑰宝的绝妙之处。

湖南省博物馆为支持“中国匠人”计
划，开启了首场文创衍生品活动。发布会当
天， 湖南省博物馆与梦洁家纺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文创衍生品将在天猫首发。湖南省
博物馆馆长段晓明表示， 文化衍生品的艺
术价值非常值得探究， 此次签约也是希望
将文创产品发展得更加多元化， 走入更多
的寻常百姓家。

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传统工艺魅力

天猫在长沙启动“中国匠人”计划

� � � � 3月 28日，
湖南省博物馆，
市民在观看匠人
刺绣。当天，天猫
2018“中国匠
人” 计划在长沙
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3月27日，湖南省世界技能大赛先进事迹巡
回报告会首场活动在长沙举行。

报告会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会
上，第43届世赛焊接项目金牌选手、中国十九冶集
团有限公司职工曾正超， 第44届世赛时装技术项
目金牌选手、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学生胡萍，第44
届世赛制造团队挑战赛铜牌选手、中航飞机股份有
限公司汉中飞机分公司职工高雨楠， 以及第44届
世赛车身修理项目翻译、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讲师韩明4人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

本次报告会，为的是进一步在我省普及世赛知
识，宣传世赛人物，弘扬世赛精神，充分发挥世赛对
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作用。 目前，我省拥
有一支由447万人组成的技能人才队伍。 在第43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我省选手邹彬代表中国参赛并获
优胜奖，是世赛砌筑项目获奖第一人。 中建五局技
工学校作为两届世赛砌筑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其所
培养的选手梁智滨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
项目金牌，是世赛砌筑项目中国首金获得者。

报告会由人社部主办，省人社厅、长沙市人社
局协办，3月28日、29日， 巡回报告会还将在株洲、
娄底举行。

世界技能大赛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会走进湖南

�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昨天， 共享单车企业哈罗单车在长沙发
布， 将对湖南省内所有入驻城市全面推行
“信用分免押金”。 凡哈罗单车新用户的支
付宝芝麻信用分高于650分， 即可免押金
骑行。

记者了解到， 此前， 新用户在使用各
共享单车平台前， 一般需预存一定数额押
金。 长沙市场曾一度同时有6家共享单车
企业运营， 在市场竞争中暴露出押金难退
等问题。

2017年9月， 酷骑单车陷入困境， 押
金普遍无法退还。 同年10月， 株洲唯一一
家无桩共享单车品牌小鸣单车也出现押金
难退的情况。 “押金风波” 让免押金骑行

的呼声愈加强烈。
目前， 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多部委发布

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推行免押金方式。

哈罗单车执行总裁李开逐介绍，“信用
分免押金” 的模式为备受诟病的押金问题
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既鼓励了信用良好
的用户，也可对信用状况“不佳”用户进行
引导，有利于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防范
资金风险，加快中国信用体系建设。

此前， 哈罗单车已在长沙和衡阳分别
推出了“信用分免押金” 骑行服务。 截至
3月底， 湖南地区已注册292万哈罗单车用
户，其中有120万用户通过“信用分免押金”
骑行，免押金总金额2.38亿元。

芝麻信用分高于650分可免押金
湖南120万哈罗单车用户免押金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