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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凌晨5时，星辰斜挂，光亮正尝
试穿透黑暗，城市即将苏醒。

长沙各主干道上，清扫车匀速
前行；每到一处，路面迅速变得干
净整洁。 清扫车开不进的小巷胡
同，环卫工人借着路灯光亮，仔细
将角落里的纸屑、枯叶清扫干净。

“环卫工人起早贪黑辛劳作
业，且工作环境恶劣，还有安全隐
患，我们为什么不让智能机器人替
代人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变得更
美好？ ”9月26日上午10时，记者在
中联重科麓谷产业园见到长沙中
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简称
“中联环境”）技术带头人、创新中心
主任张斌时，他刚从附近一个环卫
垃圾站回来。

张斌说， 去现场次数越多，对
环卫工人的辛苦就越感同身受，用
智慧环卫装备减轻甚至完全替代
人力清洁的想法，也就越强烈。

机械清扫部分代替人工清扫、
清扫车辆GPS定位、 清扫区域实时
监控等，画出了城市清洁自动化发
展轨迹；随着环卫设备在智能制造
上开足马力，城市清洁的智能化程
度大幅提升。

张斌认为，城市清洁实现智能
机器人化， 智慧环卫就初见雏形
了。

今年4月， 中联环境研发的全
球首款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惊艳

亮相。
该机器人身材小巧、“长” 着两

只灵活的橙色手臂，具备强大的功
能衍生能力：加装机械抓手，能清
捡垃圾；加装吸管头，可完成垃圾
定域吸拾； 加装洗地或擦地装置，
马上变成洗地专家； 加装修剪刀，
秒变“园艺师”……

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的成功
研制，是我国环卫装备制造领域的
重大创新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智
慧环卫装备冲到了世界最前沿。

“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攻克的技
术难题多达几百项， 如机器视觉识
别、智能机器臂设计、手眼协同系统

控制等。 ”张斌说，仅外观设计，就修
改了几十稿；机器视觉识别这样的技
术难题，更是“磨人”得很。

为了让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
不仅“看得见”垃圾和作业场景，还
能分得清是什么垃圾，识别得出人
群或其他障碍物，张斌团队研发了
针对环卫作业的机器人眼系统，又
在眼系统中加装激光雷达、超声波
雷达等，还高度融合了全场景图像
识别技术等。

这款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是
张斌团队奋力“作战”7年的成果，
但张斌说，它还是一个“黄口小儿”，
“我们正在努力让它长大成人，相

信不用很久， 它的速度会更快、‘智
商’会更高、能力会更强、反应会更
灵敏。 ”

不仅如此，张斌还要把清捡机
器人、洗扫机器人、园林修剪机器人
等各类型的环卫作业机器人，“互联
互通”起来。

“由中央系统下达指令，各作业
机器人在各自区域各司其职，通过
信息互联互通，随时可被调度至需
要的地方。”张斌说，以后，人只是城
市清洁的管理者，机器人才是城市
环境的清洁主力。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 中联环境
将投资30亿元用于建设环境产业智
能工厂，投入50亿元用于创新研发，
筹集200亿元用于环境投资运营。

“大手笔”投入之下，张斌团队
可谓“野心勃勃”，计划用5到10年
的时间， 让城市基本实现“智慧清
洁”。

张斌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
场景：早上，人们提着垃圾出门，来
到小区内的智能分类垃圾桶前，垃
圾被智能识别后，实现分类投放；垃
圾桶一满，便发射信号通知垃圾分
类收集作业机器人前来处理。

上班途中，或能见到无人驾驶
的新能源动力抑尘车、扫路车，在路
上井然有序地作业。

城中绿化带或公园里，修剪花
木的是智能市政园林作业机器人，
清洁路面的是智能环卫保洁作业
机器人……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李娟）
今后，省商务厅将对永州市构筑对接东
盟桥头堡等7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共同
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省商务
厅与永州市政府今天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省商务厅将从打造承接
产业转移新高地、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构
筑对接东盟桥头堡、 推进流通产业新发
展、 建立通关一体化协作机制、“永品出

境”、 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等7方面给予永
州积极支持。 永州市将从认真抓好商务
业务工作、深入实施开放崛起战略、积极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新高地、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全面对接东盟、积极发展
流通产业、加强商务基础工作建设等7方
面积极配合抓好落实。为保障协议实施，
双方将成立合作机制领导小组， 建立定
期会晤制度和专题会商制度， 共同推动
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今天召开的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员
代表大会透露，湖南已有230家企业通
过国家A级物流企业认定，其中5A级企
业13家。

A级物流企业， 由评估机构依据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国家标准
进行评估，以此引领物流行业沿着标准
化、现代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据介绍，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通过
引导品牌企业带动湖南物流行业转型
升级、降本增效，依据国家标准先后推
出了“物流行业综合实力20强企业”“最
具创新活力物流园区”“物流行业最具

发展潜力企业”“现代物流创新成果”等
评选活动。 今年3月，在省发改委牵头、
省统计局指导下，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制定了开展物流统计工作的实施方案，
逐步建立起全省物流统计工作机制。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尹国杰
介绍， 联合会已有会员企业超过400
家， 将围绕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目
标， 继续推动全省物流行业降本增效，
大力发展智慧物流， 创新现代供应链，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今年上半年，全省物流业运行总体
向好。 全省物流业总收入1756.8亿元，
同比增长9.4%。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近期冷空气频繁南下，与
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在湖南对峙，产生
较强的降雨和较大的降温。据省气象局
气候中心统计， 目前湖南共有40县市
出现以湿冷型为主的轻度寒露风，需防
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日阴雨袭扰三湘。 昨天8时至今
天8时， 湘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
其中慈利、石门等湘西北局部暴雨，全省
共350个乡镇雨量超过50毫米，54个乡
镇超过100毫米， 武陵源区文凤村降雨
量最大，达168毫米。 全省共发布暴雨预
警信号20县次。 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邓晓春表示，9月下旬出现这么强的降
水，比较少见。常年来看，9月下旬湖南降

水整体少， 但今年1至7月湖南降水持续
偏少， 湘北地区干旱较严重，8至9月，降
水增多， 也是对前期降水偏少的一种补
充，可以说是“喜雨”，既解除了湘北干
旱，也增加了湘北地区山塘水库的蓄水。

雨水增多， 冷空气也活动频繁。
来自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的资料显示，
9月21日开始湖南由北向南出现明显
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湖南共40县市
出现以湿冷型为主的轻度寒露风， 主
要位于湘中以北地区， 专家提醒， 农
业生产要特别注意防范寒露风天气的
不利影响。

省气象台预计，27日湘西小雨；28
日至10月2日天气转好，以多云到晴天
为主，气温回升。

多地出现轻度寒露风
28日起天气转好

湖南拥有A级物流企业230家
上半年全省物流业总收入同比增长9.4%

“厅市合作”共筑对接东盟的桥头堡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汪钦) 9月26日， 祁阳县
微电机产业园机器轰鸣， 一派繁忙景
象。 这里， 每天都有高水准的微电机
等产品， 供给世界各大知名家电集团
以及大型电气集团。 今年， 该产业园
有望实现产值30亿元。

带动形成微电机产业集群的是祁
阳县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
司是一家本土企业， 20多年来， 从
当初单一的生产微电机， 发展到生产
罩极电机、 串激电机、 混合式步进电
机等6大系列80多个品种， 并开展机
器人和自动化设备行业配套的伺服电
机和高性能直流无刷电机研发。 目
前， 公司与通用电器、 伊莱克斯、 惠
而浦、 松下、 阿瑟力克等世界知名家

电集团， 以及大型电气集团建立良好
的供货关系。 2017年， 科力尔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各类微电机
产品3000多万台、 产值达6亿元； 今
年1到8月， 生产、 销售量达2600多
万台、 产值达5亿多元。 去年8月， 该
公司成功上市。

近年， 祁阳县以打
造世界级微电机制造基
地为目标， 科学规划，
精心设计， 制定土地、
用电 、 税收等优惠政
策， 吸引微电机生产的
原材料供应 、 货运等
20多家上下游企业聚
集， 还紧紧围绕微电机
产业集群发展需要， 开

展技术研发， 完善产业链， 减少运输
等中间环节的成本， 形成产业共同发
展的良好格局。 目前， 在基地， 仅为
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原材料
的供应商， 就达150多家， 集聚效应
日益明显。

湖湘智造

中联环境，让城市清洁更智慧

� � � �全球首款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 通讯员 摄

祁阳打造世界级微电机制造基地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曾研）今天，省安委办
对郴州市南方石墨有限公司石墨
二矿“9·19”较大透水事故进行通
报， 并警示全省非煤矿山企业，当
前我省已进入非煤矿山事故多发、
高发期，要求各地安全监管部门加

强执法检查，保持全省非煤矿山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今年9月19日， 南方石墨有限
公司石墨二矿在已发现重大安全
隐患的情况下仍冒险作业，造成较
大透水事故，导致3人死亡。目前，
省安委办已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

责任人员启动先期问责，并依法关
闭事故矿山。

省安委办表示，“9·19”较大透
水事故反映出当前我省非煤矿山
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根据多年
事故统计分析判断，下半年是全省
非煤矿山事故多发、高发期，加上

近期矿产品价格持续高位徘徊，各
类非法违法开采行为有所反弹。

针对严峻形势，省安委办要求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非煤矿山防治水专
项整治，各地安全监管部门将全面检
查当地非煤矿山防治水工作，对存在
水患的地下矿山企业，要求建立防治
水组织机构,�配齐矿山排水、 探水设
备设施,�严格执行采掘工作面探放水
措施；对水文地质情况不清、资料不
全、有透水预兆或存在重大水患的企
业,�立即停产， 水害情况未查明和水
患未消除前,严禁采掘活动。

全省开展非煤矿山防治水专项整治
水文地质情况不清、资料不全、有透水预兆或存在重大水患的矿山

立即停产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记者 李文峰） 今天，2018年中
国湖南国际旅游节暨中国（醴陵）国际
陶瓷产业博览会重大项目合作签约仪
式在醴陵会展中心举行，39个项目签
约入驻醴陵，总额达110多亿元。

签约的39个项目包括24个招商
引资项目、5个产学研项目和10个经

贸合作项目。其中，由上海新城控股投
资的新城吾悦广场项目总投资达60
亿元，规划建设集时尚购物中心、精品
商业街区等于一体的城市商业广场及
高档精品住宅小区。“我来醴陵考察了
两次，这里的招商环境非常‘亲商、近
商、尊商’。”上海新城控股集团商业副
总裁汪娟表示， 将竭力打造醴陵市首

席一站式购物体验新地标。
据了解， 醴陵市政府曾制定和出

台了多项招商补助政策， 累计兑现奖
补资金6000余万元。 醴陵市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将始终秉承“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的理念，优质服务，
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 早竣工、 早投
产、早达效。

醴陵签约39个重大招商项目
签约总额达11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