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香四溢“常德街”
———常德市对口支援古丈县见闻

6月17日，保靖县葫芦镇米塔村，村民在米塔茶叶专业合作社加工厂内炒制黄金茶。保靖黄金茶是该镇的农业支柱产业，
种植面积3万余亩，2018年实现绿茶销售1.3万公斤、红茶1万公斤、黑茶4000公斤，创收300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40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易果 陈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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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跨越障碍、悬伸作业，在浏阳一处工
地上， 装上赛搏智能电控系统的高空作
业车，正在紧张地忙碌。

尽管创立刚刚1年，赛搏机器智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搏”）的产品已撬开
大片市场。 专注于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
核心控制部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 赛搏
推出的智能控制器、 高空作业车电控系
统、工业IPAD等，成为省内外多家工程
机械企业产品的“标配”。

“智能化是大趋势，是工程机械创新
的支撑点。”赛搏董事长周翔说。这位70
后博士，曾担任三一集团高级副总经理、
智能研究院院长， 而今在工程机械智能
化细分领域，他和团队精准发力，致力为
工程机械设备装上“智慧大脑”。

为梦想而生
赛搏源自英文Cybernetics， 有领

航、控制之意。将公司取名赛搏，传递出
周翔和公司创始团队的梦想： 成为机器
智能领域的领航者。

“因为共同愿景，我们走到一起，选

择重新出发。”周翔坦言，赛搏创始团队
都有过工程机械智能化产品开发应用经
验，均在产业、资本领域耕耘多年，他们
希望实现“聚合”之后的“裂变”，“让更智
慧的机器创造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2018年底，赛搏创立半年，新产品
便投向市场，赢得青睐。

资金、技术、人才上的积淀，为赛搏
注入快速发展的底气。 周翔曾主持和参
与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项目多项，拥有发
明专利40余项， 在工程机械智能控制、
传感、显示、通信核心部件，工业物联网、
高端军工显控等领域， 成功开发出多项
创新产品和关键技术。

“通过技术创新， 优化升级设备性
能， 更好地将机器操作者解放出来。”周
翔多年的实战经历， 让他坚信能开辟另
一片新天地。在工程机械之都长沙，赛搏
矢志树起工程机械智能化的旗帜。

瞄准智能化
5月17日，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上， 赛搏携新一代智能控制器及
系统、“万能型”遥控器、吊车遥控器、湿
喷机遥控器、工业智能显示器、赛搏云平

台等产品亮相，“黑科技”元素备受关注。
展会现场，赛搏与恒天九五、上海港机等
知名企业签下年销售数千万元的订单。

周翔认为， 工程机械的智能化仍在
起步阶段。 伴随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和
运营效率提升的需求， 工程机械设备原
有的作业方式面临挑战， 市场需要更具
科技含量的产品。

智能化，是赛搏的机遇，也是其形成
差异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周翔为赛搏设置产品标准： 不仅要
高质量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功能， 更要成
为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感知器， 即通过赛
搏产品实现对环境和机器行为的综合探
测感知，赋予机器承担无人化的使命。

基于足够的数据、样本和场景，赛搏
建立了“云+端”的产品布局，帮助企业
建立基于新一代智能控制器的物联网整
体解决方案，实现设备远程管控、能耗关
键绩效指标、大数据分析、售后服务、设
备远程运维等功能。

由此， 赛搏将其产品变成一个资源
汇聚整合、 资源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入
口或平台， 推动工程机械主机的应用更
加节能、安全、精细。

迎接“爆发期”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智能化浪潮澎湃向前。

“智能控制设备是连接工程机械上下
游厂商的关键部件， 这一市场正在爆发式
增长。”周翔分析，到2020年我国智能控制
设备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元。工业设备、汽
车电子、 电动工具等智能控制器的主要应
用领域，需求旺盛。

趋势日益凸显：专业分工深化，产品性
能升级， 终端厂商智能控制设备由自产向
外包的转变提速，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单
就工程机械产业而言， 智能化核心控制部
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市场空间非常诱人。

“公司开足马力，迎接市场‘爆发期’到
来。”周翔言语铿锵：在智能化时代，力图持
续站在“风口”， 为行业输出实实在在的价
值。

从创业之初的30人团队，到一年后的逾
100人的公司，员工数量的变化，不仅源于赛
搏衔枚疾进的步伐，更有这家公司的雄心：3
年内，成为细分市场的新锐龙头企业。

道路或许布满荆棘。这，也是众多“小
而美”企业走向“巨无霸”的必然路径。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咪 通讯员 张逸鸣 ）6月15日，“2019中
国陶瓷谷·五彩新醴陵红色官窑全国巡
展”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开幕，近60
位国家级、 省级陶瓷大师的100多件陶
瓷艺术精品亮相现场。

从清新典雅的花鸟鱼虫，到笔触奇

诡的写意山水， 展览作品各具风格。其
中，由醴陵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黄小玲
创作的《春意》，用色清新淡雅，独具灵
性，高55厘米的瓷瓶上，一丛金灿灿的
油菜花正值盛放，栩栩如生，仿佛能听
到野蜂在花间飞舞的“嗡嗡”声，吸引游
客纷纷驻足赏鉴。

本次展览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和醴
陵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作为“中国三
大古瓷都”之一的醴陵，举办此次全国巡
展活动，旨在通过不同时代的艺术佳作，
反映釉下五彩瓷技术的突破、 工艺手法
的创新以及风格的丰富多元。 展出的
100余件作品， 汇集了老中青新四代艺
术家的代表力作， 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
诸多的重要事件。

据了解， 醴陵红色官窑全国巡展还
将走进秦皇岛、承德等城市展示。

� � � �专注于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核心控制部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赛搏机器智能有限公司创立才
1年，已撬开大片市场———

为工程机械设备装上“智慧大脑”

醴陵红色官窑全国巡展在京开幕
100多件陶瓷艺术精品惊艳亮相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王坚）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与建行湖南省分行近日举行会谈，
双方将在业务拓展、 风控管理、 信息共
享、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更好支持
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这是我省融资
担保行业龙头与国有大行全面深化银担
合作的重要举措。

融资担保的增信、分险、保障、杠
杆等功能， 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难、融资贵，有效支持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省委、省政府部
署， 新一轮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于2018
年底启动， 致力于构建以省融资担保
集团为龙头，市州、县市区融资担保机
构为骨干， 再担保为保障的政策扶持

体系。同时，还提出加快建立融资担保
“四个机制”，即资本补充机制、代偿补
偿机制、 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科学的考
核评价机制。

据悉， 省建行是第一家向省融资担
保集团授信的银行， 也是大力支持银担
“2∶8”比例风险分担的银行。此轮全面深
化合作，双方提出，通过抓重点、搭平台、
整资源，不仅可以在大企业、大项目上合
作共赢，也可以在小微企业、“三农”发展
等普惠金融方面共同发力， 把社会责任
担起来，把影响力做起来。

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省融资担保集团与省建行全面深化合作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婧）困扰众多中老年人的心脑
血管疾病，如何预防和治疗？6月16日，中
国太保寿险在主会场长沙举行2019年
客户服务节， 聚焦心脑血管疾病健康和
疾病预防，从病因、症状、预防、治疗等方
面进行专业讲解及现场咨询。

目前，国内保险业深耕大健康领域，
加快为客户打造全场景、 全覆盖的保险
服务生态圈。如，中国太保寿险在湘通过
整合内外部优质医疗资源， 为客户提供
涵盖“预防、就诊、康复”的全方位健康医
疗服务。

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太保寿险2019年客服节开展各
类健康讲座、 专家问诊等线下活动超过
2000场，在官微上推出健康测评、问医
生、专家说、去挂号等多项健康服务，累
计服务客户超过100万人次。

保险业深耕大健康领域
太保寿险2019客服节在湘举行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金慧）一声枪
响，100名骑行爱好者冲出起跑线，随
后，300多名跑步爱好者也欢乐开跑。6
月16日，在长沙橘子洲头开展的这场“乐
骑趣跑活动”， 开启了2019年湖南省节
能宣传周的序幕。

今年6月17日至23日是全国第29届
节能宣传周，主题为“绿色发展 节能先
行”。为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践行绿色
发展，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省发改委、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节能宣传周活动。

“十三五”时期是湖南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 也是经济转型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湖南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生态环境日益向好， 先后创建国家能效
领跑者单位6家，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113家， 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155家，省级节水型单位118家。

2019年湖南省
节能宣传周在长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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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时晴时雨的天气，打乱了常德市第8批对口支援古丈工
作队队长燕妮的步伐。6月12日上午， 记者随燕妮在古丈县
“常德街”调研茶文化博物馆建设时，突降大雨，只好躲进街
上茶店避雨。店里茶香扑鼻而来，苗家阿妹在忙着给客商打
包快递。见到古丈茶在淡季仍销售旺盛，燕妮感到很高兴。

古丈县“常德街”也叫茶街，长595米、宽24米，是常德援
建项目。1994年，常德市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支援古
丈县，目前已累计无偿援助9000多万元，支持项目40多个，
“常德街”便是其中之一。

古丈县盛产茶叶，“古丈毛尖”在唐代是贡品。古丈人生
活与茶叶也密不可分，婴儿出生拿茶洗口，举行婚礼时行三
茶六礼，人老归去用茶枕做伴。平时，古丈人以茶待客、以茶
为生、以茶为业。然而，当地“地无三尺平”，百姓修建的多是
吊脚楼，就连县城也是依山傍水而建，街道狭窄，茶农背着
箩筐在路边交易，茶叶卖不起价。

“那时古丈县城最宽的街道只有10余米宽，每逢集市，
街上拥挤不堪。”当时主导“常德街”建设的常德援古丈干部
鄢海范说，建设这条街，既给县城扩容，又为茶叶交易开辟
一个市场，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2004年7月底，“常德街”建
成启用，古丈苗家阿哥阿妹唱歌跳舞、翻龙舞狮，十分热闹。

10多家茶叶经销商搬进了“常德街”。古丈县高峰云雾
有机茶茶店老板张玉萍是首批进驻的茶商之一， 她介绍，
“常德街”很快打出了名气，周边县市茶商闻讯而来。“以前
再好的古丈毛尖只能卖几十元一斤， 而现在卖到上千元一
斤。”张玉萍说。

2011年进驻“常德街”的妙古金茶叶品牌店，因茶叶达
到了欧盟有机食品认证标准， 加上制茶技术独特，0.5公斤
“妙古金”崖茶最高卖到3000元。老板向功平拿出最新研制
的冷泡茶招待客人。他说，茶品还在不断升级，他的愿望是
“种出世上最好喝的茶”。

随着茶叶和旅游业蓬勃发展，“常德街” 原有的建筑风
格、品质档次不能满足需要。2013年至2016年，常德又投入
资金，对“常德街”进行提质改造，在风雨走廊建设、景观布
置等改造中，突出茶文化元素，将“常德街”打造成集售茶、
品茶、展示茶艺等于一体的步行街。

古丈县茶叶局局长刘洁琼说，“常德街” 给全县茶叶发
展带来质的飞跃，吸纳聚合效应明显，现有56家大型茶商入
驻，其中年经营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4家，产品
远销俄罗斯、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常德街”茶
叶吞吐量近3000吨，金额逾4亿元。

常德市还将古丈茶纳入该市农产品品牌计划中统一推
广，并投入资金，在古丈县部分村寨推广优良茶种。近年来，
古丈茶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了当地脱贫致富支柱产业。
目前，全县茶园面积达16.5万亩，人均1亩多，人均茶园面积
居全省第一。全县70%的农业人口从事茶产业，80%的农业
收入来自茶叶，90%的村寨种植茶叶。

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生产车间建在古
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山顶上。6月12日，记者走进车间，村民
们正在将当天采摘的鲜叶制成红茶。 该公司直接或间接带
动古丈县7个村6000多农户发展茶叶， 其中牛角山村靠发
展茶产业， 去年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4000多元增加到1.4
万多元。

6月12日下午，天气放晴，记者再次来到“常德街”，满街
茶香四溢。一口热茶喝下去，顿时觉得齿颊留香、神清气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