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 345'(6
789:;<=>?@ABCDE8FGHIJKLMN
OPQRST

!UV? 678WE>XFG@AY1Z[\]^R
S_`abcKdOAefgAhLi?j>XFGekl
FmnoJe8FGpqrH "# stuvwxye]^z
{|}K~�B�J���~�J'������'���
���>�����1��@A~�T

���@A�1~�d�������e��� e¡
¢£¤e¥¦§¨h©ª�«¬(K�®¯°3±²³%
&?´µ¶·±�¸Y¹?��¡ºx[»¼½�01T

¾¿?~�JÀzÁ�Â�ÃÄYK "#Å¼ÆÇOÈ
@AÉKHÊ01?ËÉY1Z[\]^RS_ÌÍÎÏ2

!!"# $%&"

!"#$%&'()*+,-./012

!'()*!

!"# $%& '() *+,
!"#$%&'()#*+,- ! ./

01/23456 "# 789/0:;#<
=>?%@ABC7D. "#E FGHID
.JK(LMNOPQ

HIRSTIUVEWXYZE-O[
\>TE]^T_`Tab $%&'() cQ HI
defghi[\jklmnoklp#qr
fghis+tupQ HIvIwxyzxK
{xH|}g~ ��^�;��C7L�8
9/������� '��;�����
��HID.JK(L����h����
����1klQ

-./01 234567

* * * *� ¡X+¢£1FG¤¥¦§¨©x
ª«¬x®¯°±E²O³´µlm¶gQ
·¸¹EFGº»xº¼½¾¿i89Àºp

ÁÂ�Ã;iÄ¸¤¥xkÅHIx¶ÆÇÈx
ÉÊ/2p1Ë��ÌÍ89�i>jÎpÏ
ÐÑÒÓÐÔ1Õ�Ö×���i¶ÆÇÈp
Ø�xÙ¡X89�ÚÛÜØ��iSTI
Ý0/0�Èp 89��ÞßE à�¤
áâââHIã£890~

äå�æçi¶èéêÔxëìxíîxï
ðpñÙòó�ôõi>£x>öx÷øxnù
úp1ûü�Ø�v¤Ixýþxÿ!x"#
$x%&'x()'x"#xoþ*+�Èh
òï1ÇÈ890�,�2¯x-.x�/x
012>ï189ÏÚï3�4596Ò7
«xÒ89189:;<=>?@�AºBA
C¢IDxE#¤ì *>F¦§ª«/�
=GHIJKL� MN>È>ÚOPQR�
+�Ø�ýþÈiýþSTp�¶U.V�
ÿ!ÈWX89*��ÞY����ZÈÏ
Ð��[

i\R]^_`�1a>bÞc�de
fgOh@1Þi�.ÿÓj1kTlmn
�h96op¢1qrr�stu"v.l
�1wxy<z/!nO>{d|1�
}[ p ~�f.�«��R��ÈØ���
�Z�1������> Ë"����>�
��]^_*�Ë��B������Ç
È89Ö×��1�Z��O +&), c�e
',+& ¸sc��� +(' �7vN>

�¸ " S� FGHI���l���
6> HI���l�Ë��i +-,,, �7�
v�l ¡xª«¢£xêÔ-.x¤@¥×
*�Ëhò�Ø�¦�1 ) §7�l̈ "# 7
890©>�ËØ�ªÎ«¬��Ë"¬�
�l®¯xE°±²xå³¢£xku´µx
¶x��x·T%u*�ËØ��¸R<�
¸¬� +) �c9189�¹Ë:>

FGHI���lº»c¼½H¾¿�
���lÀÁÂl +,,, ÒÃ���Ä·È
ìc�¸�� ' �7vN[ 6 ',+! ¸�Ë
Ø�ÉÅ¬�A� ÆÇÈ�¹96 ', �c
91Ë:[

FG¤¥x HID.JK(L9c�
ÉÊHI��(LòàJK012¯xËÌ
9Vx¤@¥×x¶xÍu*�Ë�Î,�@
96�¹ÏïðÏÐeÑÒ¦§¤Ó��
Ô®ÕÖ×´Ø�ÙRFG89ºy¿ÚÛ
Ü1ÝÇÞõß

D²¼àá«�� FG-�¹96
%"(%. �c9� 89��} /"%""("& �7�
äâªã�ä +/)(!%0� -&())1>

89:;< =>?@6A

/,+- *+åæÇÈ89z<ýþ½ç
Ùè�é�:êiëìí¡îklFGpï
ðY=ÉÊ89Ïåñ>ò¸ /,+- ¸�FG
Éº89�¹�c9 /"- �� 89��}
+%(. ó7�ªã�ä ")1�)+1>

×ôõ¹�FGÆ�5,�äöx÷øx
¡ùxúûxüýxþ«xÿ!*òµ6"º
y�vá#ºyh�$�%?�¥D�&'
(Î)øx ä(Î)øÑ*+,º0ºy�
Ì,0Ê-��Õ.Ú/01x-�01xÒ
701xª«01�2301*ÒÓ,41
01À��56ÇÈ89zx¶èzxHI
iÄc78p��z*À��9C89ÏÚ1

:P��;<=[
>?FG@yØ��AxFB^CDÆ

�x�¹16"ºy@E�F=GHºyC
��ÇÈ�>76"ºy1ÉIC��Jº
y�KYZ�Q«[ Ì,�áLl0MK�
N?Õ}OKxP.Q*R,xR0Ê89
�e� ,�SOTU=1·T89ÛÜ�V
W89ÙXöY[ ÉIZ��1[\�É]
��×ºy�1À��íÏ01@^�,�
�1�=[

6 /,/, ¸� FGÆ,�â_¬`18
9ÏÐï3�Ö×�h,�+µ189Ë1
l[ 89a�Ç==}býº"Î,[ 6
/,/) ¸�FGÆò�Õ},c89XöY�
Ö×�h,��Ú890�íØÉDÉÊ8
9)d0[

FG891åef¹g[

!"#$%&'()*

!"#$ !" #

!"%& $%& #

%&'()* $%& #

! ! ! !!"#$#%&'()*+,--./0*1234
56789:;<=>*1?@9ABCD0EF4GHI
0$F4JKL

MNOP9 QRSTU7GVIWXYZ[\]"
^_`a\bcde`S^fghij`^klm`nol
m`pmqm`*rst`uvwSUxvyz{9|=
}~��F9��>*191�?�������L ���
�������97�,���}�������FL �
�T��� ¡9¢£�¤¥¦§�¨©ª4«¬}®
¯39°����±¤±²L ³��´µ(z@9¶·¶B
¸¹º¹@»9¼�½¾¿À�Á@»ÂÃL ÄÅCÆS
(S^z{9ÇÈ./0ÉÊªËF9ÄÅÌÍ9ÎÏ�Ð`
�Ñ`�ÒÓ9Ôz{ÕÖ×\L ~�ØÙ�Ë�ÚÌ
ÛÜ9ØÙs7ÅÝ`sÞlß9àáâã�ä9CÆz
{`ÄÅÍå9Èæçèé§êëìçíîÙïð7L

(),ñòCD}óÓF�d9.*1ôõö÷9ø
*14}ù5FÖúûéüýWþÿ9Èæ!ýWéüþ
ÿ"#$%`&'`()L !!"#"

!"#$#%&'()*+,
!"#$%&'()*+,-./0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0123
4#5678/"##9:;<=>?7@:AB&'CD
EFGHIJKL.&'MN"##OPQ4RS5T.
UVWX YZ[\ !"#"$%% ]. U^WX YZ[\
&'%%%%% ].C_`Gab Ec<defghi#$%&
'jk())*+,,-(./012--0*3(4/./20562-/lmhi#Gn
opqrjk())*+,,00782-(./01920562-/lstmuv&
'wL.`xjyzN{|

!"#$%&'()*+,
!"#$ - ## . ! /

!"#$%&'(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经济 11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石月） 人工智能改变出
行方式的美好生活， 将在长沙变成
现实。今天，百度世界大会在北京召
开， 全方位对外发布百度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及创新产品。现场，国内首
款L4级（即高度自动驾驶）自动驾驶
量产乘用车正式对外发布， 并将于
今年年底进入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
统测试区。

大会上，百度对外公布，2019
年百度Apollo利用车路协同技术

打造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将规模化
落地长沙,� 开启成百上千辆自动
驾驶出租车的运营测试。 记者在
现场看到，从外观上看，这款由百
度与一汽红旗合作的中国首款L4
级自动驾驶量产乘用车， 属SUV
车型，非常大气。 据悉，这款车将
于年内进入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
统测试区测试，2019年将有百辆
自动驾驶出租车落地湘江新区。
届时，市民将有机会“尝鲜”。

近年来， 湖南湘江新区着力加

快人工智能产业软硬环境建设，已
成为智能驾驶领域企业落地生根的
理想土壤。依托区域内3个国家级园
区与2个省级园区，湖南湘江新区智
能系统测试区已形成产业基础层、
技术层、应用层全产业链协同格局，
拥有重大技术创新和较大产业规模
的智能网联汽车关联企业共计347
家。

目前， 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
统测试区应用落地、 车路协同的
铺排时间表已经出炉。 今年年底，

湖南湘江新区将携手百度建成国
内首条长达7.8公里智慧公交示范
线并试运营，首批百度阿波红、阿
波龙自动驾驶车辆将在年内上
路；2019年， 开放100公里智能驾
驶开放道路片区， 率先建成首条
智慧高速示范线， 全面探索智能
驾驶出租车、物流车、环卫车以及
智慧停车场等应用场景落地，并
共同组建人工智能学院；2020年，
打造“基于5G互联的智能网联汽
车与智慧出行生态示范片区”。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
文隆）浏阳市发改局今天透露，截至
9月底， 该市今年新引进项目198
个，计划投资686.85亿元，其中投资
过50亿元的项目2个，投资过5亿元
的项目10个，项目引进数量和计划
投资总额均创历年同期新高。

浏阳市发改局负责人说，项
目引进与投资快速增长， 得益于
该市今年推出的《促进社会投资

十条举措》（下称“浏十条”）和深
入推进“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活动的强大驱动力。

浏阳市新翰高级中学是一所
总投资1.8亿元的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级中学，目前已开设32个班级，吸
纳了1596名学生就读。“根据‘浏十
条’ 政策， 由新翰高级中学进行申
报， 我们免除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浏
阳本级独享部分， 同时给予一定的

奖励， 给学校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 ”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 浏阳市镇头镇长原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减免城市建设配
套费11.9万元； 丽泰烟花享受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奖励40余万元； 星辰
商业有限公司享受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奖励478.8万元。 同时，中
协教育集团、汽车技师学院、电子科
技学院、华域视觉科技、金迈博生物

科技、敬和堂制药、汇川制造等一大
批企业汇集浏阳。

数据显示，1至9月, 浏阳市社会
投资备案项目增加至275个， 投资
161.3亿元；全市完成民间投资588.8
亿元，同比增长27.7%。 今年该市派
出招商小分队赴长三角、 珠三角等
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招商， 先后引进
了一批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创
新能力强的项目和公司。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黄利
飞）10月31日晚，湘股泰嘉股份公告，公
司设立于荷兰的全资孙公司，拟以自筹
资金对德国AKG公司增资49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3900万元）， 占增资后
AKG公司合伙权益的28.02%。 今天公
司股票涨停收盘，报13.35元/股。

AKG公司是一家拥有200年历史的
德国制造企业，主营各类锯及其配件的生
产、销售，2017年实现营收2亿元人民币。

泰嘉股份是国内双金属带锯条行业
细分龙头， 今年以来加速推进国际化战
略。 9月设立荷兰全资孙公司。 此次参股
德国百年同业公司，海外扩张再下一城。

泰嘉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AKG

主要定位中高端产品市场，与泰嘉股份
现有的主力产品形成互补，借助“德国
制造”的领先人才和技术优势，泰嘉股
份将向中高端产品市场发起冲击 ；
AKG拥有广泛而成熟的国际销售渠道
和客户资源， 在美国和荷兰均建有基
地，能有效强化泰嘉股份在欧洲区域的
销售，促进公司海外业务增长。

泰嘉股份表示，未来3至5年，公司双
金属带锯条国内市场占有率将达到50%，
出口销售额将占公司总销售额的50%。

今年以来，泰嘉股份各项业务稳健
增长。其三季报显示，今年1至9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73亿元，同比增长18%；
实现净利润4927万元，同比增长22%。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黄星霖 范瑞强）今天，
在郑州豫机城际铁路施工现场，直
径达12.81米、 长约78米的地下施
工装备“巨无霸”———“中原一号”
盾构机破土而出，标志着由铁建重
工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铁路双线

掘进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成
功穿越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3.8公
里隧道。

铁建重工项目服务经理张克
强介绍，这是国内大断面盾构机首
次近距离下穿南水北调总干渠，最
浅处隧道埋深仅9.5米， 远小于一

般隧道设计时埋深要大于1倍洞径
的要求。

隧道穿越段存在大范围的钙
质胶结地层， 对盾构机的开挖、冲
刷、携渣、密封系统及耐磨性能提
出了极高要求。

在设备研制阶段， 铁建重工、

中铁十六局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
同攻关，采用了超大尺寸结构件分
块设计制造及装配、超大直径掘进
装备数字化建模、特种机器人辅助
作业等多项创新技术。

设备自2017年1月始发以来，
攻克了一次性长距离穿越复杂地
段、成功下穿南水北调主干渠等难
关；创造了单日掘进22米，月掘进
410米，一次性安全掘进3800米等
多项大直径双线掘进新纪录。

湖南日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金
慧） 今天， 第三届全国民族地区投资
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宣布将于11月23日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开幕式。

第三届“民洽会” 由中国民族贸
易促进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
办， 大会以“推动民族地区产业联动

发展，谱写新时代脱贫攻坚新篇章”为
主题， 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 展示民
族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成就，
履行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新时代使命。
活动主要包括1场开幕式、2场大会和
3场论坛。

首款L4级车年内落地湘江新区
成百上千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将运营测试

制造湘军“走出去”再下一城
泰嘉股份参股德国百年锯条企业

铁建重工再创隧道施工新纪录
国产首台超大直径盾构机成功穿越郑州豫机城际铁路隧道

浏阳今年新引进项目198个
计划投资686.85亿元

第三届“民洽会”
将于23日在长沙举行

10月30日， 湘阴县鹤龙湖镇， 成片的水产养殖池颇为
壮观。 近年， 该镇引导农民发展水产养殖、 加工和美食休
闲旅游等湖鲜特色产业。 目前， 全镇养殖蟹1.2万亩， 小龙
虾1.57万亩， 年水产综合产值达3.8亿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郭雨滴 摄影报道

湖鲜产业 凸显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