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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伏婧）在昨天盈峰中联环境举行的“以
小见大 智造美丽中国”智能环卫机器人产品
发布会上，被称为“城市毛细血管清道夫七兄
弟” 的全球首个智能小型环卫机器人族群亮
相长沙，它们可在城市人行道、背街小巷等地
为环卫工人“减负”，助力城市“毛细血管”环
境的智能化治理。

“城市毛细血管清道夫七兄弟”包括智能
驾驶纯电动一体式清扫机器人、 智能驾驶纯
电动一体式冲洗机器人、 智能驾驶纯电可转
场型洁扫机器人、 智能自跟随环卫洗扫机器
人、环卫纯电保洁机器人、纯电桶装人行道扫
路机器人、智能驾驶铰接式扫路机器人。

它们“身形”小，头脑“聪明”，各具本领。

有的擅长清扫，有的冲洗力强，有的能够“清
扫+冲洗”双管齐下、有的爬坡能力一绝，可应
用于背街小巷、公园景区、校园区域等场景。
它们均有“标准版、机器人版”两种版本，可无
缝切换无人驾驶与有人驾驶，可选装5G模块，
可线上实现对作业设备的智能化管理、 作业
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作业物料的量化管理。

盈峰中联环境创新总监张斌博士介绍，

“城市毛细血管清道夫七兄弟”既能“单兵作
战”完成各自任务，又能针对不同场景协同作
业。空间上，能做到“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
角、不留缝隙”地对路面全面清扫。

发布会现场，东莞家宝、侨银环保、玉诚
环境、 洁亚环保等10家企业与盈峰中联环境
签约， 价值逾7000万元的智能小型环卫机器
人将在全国各地开展清理保洁作业。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段婧轩） 今天召开的全省第四届BIM
技术应用及建筑工业化论坛透露： 我省已
提前实现BIM技术应用“十三五”规划基本
目标，BIM技术应用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
进行列。 下一步我省将拓展BIM技术应用
的广度与深度， 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
BIM技术将工程项目以三维数字模型呈

现，具有建造虚拟化、成本透明化、质量可追
溯、管理精细化等优点。我省从2016年开始，
实施BIM技术应用一系列激励措施，加快工程
建设行业转型升级。目前，全省工程建设行业
研究应用BIM技术热情高涨。一些龙头企业如

湖南建工集团的PM项目管理平台、中机国际
基于BIM技术的楼宇运维管理平台，打破了企
业内部和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壁垒”，
使BIM技术应用呈现标准化、流程化、高速化。
同时， 随着超级计算、 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兴
起， 工程仿真技术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的
应用已经起步。

奉永成

10月15日，笔者从“沁潇湘”消费扶贫
推进会上得知，湖南省天然饮用水品牌“沁
潇湘”正式发布不到一年时间，已有60多家
天然饮用水企业自愿加入， 统一用 “沁潇
湘”品牌抱团发展。

60多家企业为何要用同一个品牌？
我省盛产优质天然饮用水，全省有天然

饮用水企业上千家，但企业小而散，生产标
准低，有些小企业，装个过滤器就生产了，在
曝气、倾析、过滤等环节难以达标，没有市场
竞争力，销量上不来，盈利情况不理想。

统一品牌，除了统一包装标识外，就是
要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溯源体系， 对加
入使用这一品牌的企业在曝气、倾析、过滤
等生产环节严格把关，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的钙、镁、钾、钠等含量指标，共同打造湖南
好水， 提升湖南天然饮用水行业的整体竞
争力。

随着质量标准提高，“沁潇湘” 市场美
誉度也越来越高， 对于生产天然饮用水的
小微企业来说，统一使用“沁潇湘”品牌后，
市场更大，利润更高了。以新宁县崀峰饮品
有限公司为例， 以前该公司生产销售16.9
升的“崀峰山泉”桶装饮用水，每桶利润不
到1元钱， 仅在新宁县和周边地区销售，如
今卖到了长沙。

对公共资源，打造统一品牌，严把产品
质量关，可以大幅提升产品的公信力。在我
省类似这样统一品牌抱团发展的例子还有
很多。如，炎陵县盛产黄桃，以前村民们各
自为政“窝里斗”，不仅价格上不来，还经常
滞销，近几年，该县统一品种和种植标准，
打造“炎陵黄桃”公共品牌，产品畅销省内
外，市场行情越来越好。

这种针对某个优质农产品， 将众多小
而散的企业聚合起来，统一包装标识，统一
质量标准， 打造一个有知名度的公共品牌
抱团闯市场的方式值得借鉴推广。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在14日召开的湘吐对口支援市场监管
工作座谈会暨援助协议签订仪式上， 该局
现场向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捐赠100
万元资金和价值20多万元的手持金属光
谱检测仪，签订援疆项目协议书。

自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 湖南市场
监管系统原各个单位按照国家和省对口援
疆的工作分工， 积极支持新疆吐鲁番市市
场监管事业发展，坚持“输血”与“造血”、

“软件”与“硬件”、“捐赠”与“支援”相结合，
认真落实政策援疆、资金援疆、项目援疆、
人才援疆各项任务， 推动了两地市场监管
事业的共同发展。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表示， 湖南
市场监管部门将认真贯彻第七次全国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紧密联系湖南、
新疆两地市场监管工作实际， 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对口支援工作力度， 继续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援疆工作，努力推动
吐鲁番市场监管事业改革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消息，
9月份，湖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3.5%，涨幅创2013年12月份以来新高。

“食品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明确表示，9月
份，我省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5.5%，远远高
于去年同期1.2%的涨幅， 对CPI上涨的影
响程度达92.9%。

受调查的14个食品小类中，有13类涨
价，但在涨幅榜上，猪肉价格明显“独领风
骚”，同比上涨79.7%，推动全省CPI上涨约
2.4个百分点。猪肉价格“猛涨”还带动食用

动物油价格同比上涨55.0%。
因猪肉价格持续走高，作为“替代品”的

其他肉类及鸡蛋类也顺势涨价。9月份， 全省
牛肉、羊肉、鸡、鸭和鸡蛋价格与去年同期比，
分 别 上 涨 23.3% 、17.9% 、22.8% 、13.3% 和
14.7%，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5个百分点。

“这轮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分析指出， 以猪
肉为代表的部分食品价格一路飙升， 而非
食品价格涨幅则出现回落。9月份， 全省非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降至今年以
来最低水平。其中，居住、交通和通信价格
分别同比下降0.4%、2.8%。

谈经论市

60多家企业为何要用同一个品牌

湘吐对口支援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召开
捐赠百余万资金设备 签订援疆项目协议书

9月我省CPI同比上涨3.5%

湖南BIM技术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将以此推动工程审批制度改革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杜纤）今天，湖南省2019年度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高峰论坛-垃圾分类主题峰会在长沙召
开。会议透露，我省正研究出台政策措施，循序
渐进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加快完
善配套设施，突出重点领域和地区的示范带动。

论坛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 省城
乡建设行业协会承办， 专家学者们分享了上
海市、厦门市、杭州市、长沙市等地的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和经验，并就垃圾分类顶层设计、
环卫市场升级等议题发表了演讲。

当前， 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还处于起步
阶段。其中，长沙市作为全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的46个重点城市之一，“末端” 的处理处置设施
已经形成规模，正倒逼“前端”分类投放进行，引
导市民参与垃圾分类。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介绍，
设计日处理能力5000吨的长沙市生活垃圾深
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已于2018年投入试

运行，干垃圾处理由填埋向焚烧升级，实现了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计日处理湿垃圾
2000吨的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湿垃圾处理配
套项目即将全部建成，采用“破袋压榨+厌氧发
酵+沼气利用”处理工艺；对于可回收物，鼓励市
场化运作，大力培育龙头企业，鼓励发展“互联
网+旧货”“互联网+循环利用”新业态；对于有害
垃圾，由其他有关部门牵头指导和监督，实施专
业化、规范化处置。

湖南循序渐进推动生活垃圾分类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黄利飞 鲁融
冰 通讯员 黄蔡芬） 中联重科LH3350-120动
臂塔机今天下午在常德中联重科智能塔机工
业园下线。该塔机最大起重量达120吨，刷新世
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大吨位内爬式动臂塔机。

超大型内爬式动臂塔机起重量大、 起升
高度高，是超高建筑、超大型桥梁施工的“大
力王”； 中联重科LH3350-120动臂塔机成功
打破外资品牌在超大型动臂塔式起重机领域
的垄断，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工程机械品牌在
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该塔机的研发生产历时两年， 攻克了超
大型塔机装拆和转场运输困难等行业难题，
创新了“柴油动力、电液比例控制、液压驱动”
等关键技术，产品运营更经济、作业更安全高
效。其关键技术已申请专利成果12项，其中发
明专利10项。

塔机一下线，即被塔机租赁商买走。作为
下游应用客户， 中建三局二公司设备管理公
司总经理恵阳称：“该塔机树立了超大型动臂
塔机新标杆，它将大幅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
工成本， 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建设和挑战更高
的楼、更大的桥。”

全球最大吨位内爬式动臂塔机下线
最大起重量达120吨，创世界纪录

全球首个智能小型环卫机器人族群
亮相长沙

将助力城市“毛细血管”环境的智能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