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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长沙智造”
推动民企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喷涂、码垛、上下料……金秋时节，记者走
进湖南猎豹汽车三工厂，“长沙1号”机器人正在
一条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 别小看这
款6轴机器人， 它不仅能将汽车挡风玻璃的测
量、涂胶、安装等误差缩小到0.05毫米，还能将
整个工作效率提升50%以上。
在蓝思科技，其自产的并联机器人正在流水
线上快速拾取玻璃盖板，上料、插架、下料……这
个“高速机械手”仅在0.8秒内就完成了一个动
作循环。不仅快而且准。
在长沙，机器人替代人工作业已不鲜见。近
年来， 长沙市将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市建设的
主攻方向，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大
力推进工业智能化， 帮助全市民营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智造”为企业赋能
如今，长沙的民营企业已走出单纯的“人
海战术”、以量取胜时代。除了“智能生产线”，
一批“智能车间”“黑灯工厂”也相继涌现，持续
为企业赋能。
三一重工18号厂房， 被誉为花园式工厂。
然而，这个神奇的工厂不止于美，它是亚洲最
大的智能化制造车间。“18号厂房是我们的总
装车间，拥有混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口机械
等多条装配线。”三一重工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传统生产模式下，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个规
格的产品；而在18号厂房，每条生产线可同时
混装30多种不同型号的机械设备。
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发展，长沙不仅仅限
于三一重工这样的行业巨头，在很多企业比比
皆是，如加加酱油发酵食品数字化工厂的“智
造”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从原料入库到成品包
装，酱油制造10多道工序，全依靠机械作业。过
去一秒钟很难灌装1瓶，现在能灌装10瓶。
长沙“智造”不仅为生产提速，还为产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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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梦洁家纺的智能工厂， 把产品当艺术品生
产，让良品率从99%提高到99.99%。
如今在长沙，“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与“铺天
盖地” 的中小企业一起发展智能制造的局面逐
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下半年，长城金融、远
大住工、山河智能、科霸电池4家民营企业项目
获批“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经3年
积累， 长沙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数量
已达27个，成为全国拥有智能制造“国字号”最
多的省会城市。

“智造”引产业蝶变
“机械湘军”，是我省的一张闪亮名片。
三一重工、山河智能、铁建重工雄居全球工
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一度是长沙市民营企业的
骄傲。但在2012年，由于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
双重夹击，长沙工程机械企业业绩俯冲直下。
从制造转向智造， 长沙市牢牢抓住创新这
个源动力。
今年，山河智能凭借“先导式创新”，从小挖
机着手，最先走出低迷；三一重工注重生产制造
工艺升级，同时寻求裂变式发展，衍生出三一众
创、三一重卡、树根互联等行业新兴龙头；铁建
重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 不断提升产品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
经历了多年行业低谷的蛰伏期，如今，长沙
工程机械企业又“热”了起来。
持续创新， 让长沙民营企业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中保持优势。如今的三一重工，不仅卖挖掘
机，还提供
“挖掘机指数”——
—通过黑匣子传回海
量的工况、位置、设备状态等数据，不仅可以用于
指导三一的服务提升、 研发创新以及市场销售，
还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走势提供有益的参考。
曾经“大而旧”，如今“强而新”，崛起中的汽
车企业，已非“吴下阿蒙”。今年10月，广汽三菱
发动机智能工厂落户长沙经开区，填补了湖南汽
车自产发动机的空白；7月， 总投资105亿元的桑

“努力奋斗才能创造幸福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杨娟

德集团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项目落户长沙高
新区，带动长沙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 长沙市还着力推进“产品4.0工
程”，以“模块化平台+智能化产品”为核心，帮助
企业开发
“
能感知、有大脑、会思考”的智能产品。

“智造”已连线成面
推动工业智能化， 长沙市除了“强筋骨”
——
—支持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还在
“富大脑”——
—建立工业云平台。
在三一重工远程监控显示屏上， 一张全球
地图布满小点， 小点是目前三一售出的数十万
台工程装备，在什么位置、处于什么状态，显示屏
里清清楚楚。三一将工业物联网整合到一个平台
上，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以前需要数天才能
完成的维修等售后服务， 如今一天之内就可完
成。这是长沙工业云平台建设的典范。
2016年，由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打造的
长沙工业云平台投入运营， 也开始为民营企业
提供云服务。利用该平台，企业可免掉一次性建
设投入，仅需在使用过程中适当付费，就能找到
适合自己企业的解决方案模块和服务， 帮助企
业降低约三成信息化成本。
“入驻长沙工业云平台后，我们仿佛找到了
一位智慧管家。”湖南湖大艾盛汽车零部件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借助云平台的
数字化服务， 企业的人力成本和材料损耗得以
大幅降低， 而设备稼动率和产品合格率分别提
高了4.8%和5.4%。这一“降”一“升”，企业的效
益就出来了。
基于“工业云”的重要性，今年，长沙启动
“万企上云”活动，加快了迈向全国智能制造高地
的步伐。目前，长沙已有3万余家企业“上云”，智
能制造发展已连线成面，完成“点线面”的布局。
聚焦22个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 长沙市
还着力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如今，20名市级
领导担任“产业链链长”，联系22条产业链，高位
统筹，强力推进。

“这片葡萄园面积有18亩，今年收
获葡萄3万公斤，纯收入6万多元，加上
务工收入， 一年收入近10万元。”11月4
日，在自家葡萄基地，辰溪县仙人湾瑶族
乡溪台村村民黄保湘高兴地说，“天道酬
勤，努力奋斗才能创造幸福生活。”
在溪台村， 曾流传一句关于黄保湘
的“俚语”：“哪里有麻将声，哪里就有黄
保湘。”但如今“浪子回头”，黄保湘成了
大家称赞的致富能手。
黄保湘今年49岁， 年轻时沉迷赌
博，日子越过越穷。1993年，他与邻县一
个姓石的姑娘成婚。 因忍受不了他的恶
习，没过几年，石姑娘就离开了他。
“好好一个家被自己毁了，无脸见父
老乡亲。” 黄保湘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把
精力用到发展产业上。
溪台村海拔在800米左右， 地势较
高、阳光充足，适合种植高山葡萄。2012

通讯员 李卓林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11月6日凌晨， 桂阳县塘市镇田赵
村雨雾朦胧，村民盘文生家灯火通明，一
家人忙着洗豆、烤豆、打干……伴随着机
器轰鸣声，一张张腐竹新鲜出炉，一股豆
香味从房子里飘出。
村民介绍， 盘文生选用优质黄豆制
作腐竹，物美价廉，深受欢迎。做多少卖
多少，不愁销路。
年逾四十的盘文生， 是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中老小6口，父母身体不好，
生活经常入不敷出。
“最困难的时候吃饭都成问题，老人
生病住不起医院，只能在家养着。”盘文
生说，他和妻子文化水平不高，以前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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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保湘将自家荒废的8亩田地重新整
理，与村民黄生华、黄保华等4人一起种
葡萄。
2014年，黄保湘被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驻村扶贫工作队根据他的情况，重
点对他进行技术扶持， 还请来县里的农
技人员手把手教他。
每天起早贪黑，在葡萄园里打枝、锄
草、施肥，遇到难题就翻阅资料，向技术
人员请教，黄保湘经常忙得饭都忘了吃，
有时就睡在葡萄园。
2015年， 黄保湘种的8亩葡萄获得
丰收，收入6万余元，摘掉了贫困帽。
尝到甜头，黄保湘干劲更足，将葡萄
种植面积扩大到18亩。他还与黄生华、黄
保华等人牵头， 成立了辰溪扎龙山葡萄
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40余户贫困群众
加入。
在黄保湘等人带动下， 溪台村90%
的村民种起了高山葡萄。 通过发展葡萄
产业，全村有100余名贫困村民脱了贫。

办起腐竹厂 摘掉贫困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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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打零工，赚不到多少钱。
2016年，桂阳县文体广新局帮扶工
作队进驻田赵村， 帮扶责任人何旭升了
解到盘文生和妻子曾从事腐竹生产，建
议他们办个腐竹加工厂。 何旭升还为盘
文生申请金融扶贫免息贷款5万元。
2016年12月，盘文生的腐竹加工厂
开工了，生意不错。盘文生和妻子每天生
产腐竹30多公斤， 每公斤售价24元，扣
除成本可赚300余元。去年底，他们家实
现脱贫。今年，家里添置了电视机、洗衣
机等家电。
田赵村是深度贫困村， 交通条件较
差， 村里像盘文生这样的贫困户至去年
底还有9户21人。目前，该村依托盘文生
家的腐竹加工厂，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带
动其他贫困村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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