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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唐星

从自动驾驶的重型卡车、 自动识别
未知障碍物的塔式起重机， 到手机上的
一款手语软件、 幼儿园里的一台晨检机
器人，11月13日举行的首届湖南省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与应用大赛决赛显示，人
工智能已融入生产，走进生活。

人工智能，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
的制高点，并连续3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 站在风口之下，透过此次大赛，
一起看看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
与未来。

“人工智能，谁用谁知道”
最近， 开车走长沙绕城高速， 偶尔

能与一辆特殊的重型卡车相遇。 车身标
识显示， 这是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
公司研发的高速物流L4级自动驾驶重
卡。

“目前已完成2万公里的测试里程，最
高时速达到100公里。”希迪智驾（长沙智
能驾驶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监贺志国介
绍，今年5月之前，这款自动驾驶重卡主
要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内
进行功能性测试；之后开始在规划的100
公里智慧高速示范线上进行实际路测，
跟车行驶、超车变道、匝道会车、施工路
段、 不同负载测试等路测结果， 都很不
错！

智慧的车“高大上”，智慧的“眼”也
不逊色。“不同于简单的条码识别，这款
高速高清三维机器视觉系统， 可以将生
产线上复杂堆叠的大量物体， 进行快速
识别定位，然后精准抓取、有序分拣。 ”邵
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李学斌介绍， 这套系统可实现最高每秒

200帧的采集速度， 最高精度达到0.5微
米，精度和速度世界领先。

“人工智能，谁用谁知道！ ”决赛路演
现场， 华菱湘钢设备工程部工程师杜旭
的一句话， 让场下评审和观摩嘉宾会心
一笑。 杜旭说，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
业，真的让企业尝到了甜头。

炼钢过程中， 转炉故障难以察觉和
预判，一旦发生故障，对企业生产影响较
大。 杜旭介绍，以1个转炉1小时产240吨
钢、1吨钢成本1000元计算， 转炉停修至
少7天， 一次就能造成三四千万元的损
失。

为解决“痛点”，湘钢自主研发的设
备状态在线监测系统， 由各类传感器和
进行数据采集分析的智能终端， 对转炉
运行情况进行智能感知， 可细微感知到
转炉内的一条缝、一个坑，还能实时掌握

“缝”和“坑”的变化趋势，从而作出是否
需要停机检修的判断。

湖南银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使
用的水产养殖数据服务无人船平台，是
20个决赛项目中唯一一个农业领域的项
目。 据了解，有了这种无人船，不仅不需
要人工开船和投料， 还可以对区域内的
水质、生物量等进行监测，自动分析出该
区域的适宜投料量，既节约成本，又利于
科学养殖。

“讲话内容可实时‘翻译’成手语，显
示在电脑屏幕上。 ”长沙千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高春鸣感慨，“人工智能如
此美妙！ ”面向全国2700万聋人，该公司
开发的手语计算云平台， 以及手语教育
支撑系统、手语APP、手语AR、同声手语
会议系统、网页手语、手语手持阅读器6
个终端产品， 可以让聋人与听人双向无
障碍交流。

“关键是要应用落地、融入
产业”

人工智能站在超级风口， 业内专家
认为，“当下关键是要应用落地、 融入产
业”。 此次大赛的项目分为标志性创新产
品和示范性应用场景两类。 大赛主办方
省工信厅表示， 将从资金支持、 项目申
报、授信支持、投融资对接、孵化支持等
方面，对获奖企业给予扶持。

采访中， 众多企业表示湖南人工智能
发展的环境很好，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
提出建议， 希望由政府牵线搭桥加快产学
研用一体化、 加大对人工智能成果转化平
台的支持力度， 以及在企业初创期给予税
收、人才落户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介绍， 近年
来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不断完善， 已初
步形成具有国内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
创新引领区、 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和人
工智能应用示范区。 初步统计，我省人工
智能产业链相关企业近400家， 长沙、浏
阳、宁乡、湘潭等地已形成产业集聚区。

仅从本次决赛来看，入围的20个项目
就涵盖了工业智能、 智能机器人、 智能驾
驶、智慧医疗、智能农业和智能安防等众多
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正在与生产、生
活的各个领域相融合，带来了各种变革。

今年3月，省工信厅发布了《湖南省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提出，在未来3年，我省
将通过实施关键技术创新计划、 智能产
品创新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应用计划、集
约集聚发展计划、支撑体系构建计划，力
争到2021年实现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达到1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
到1000亿元。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今
天从长沙银行获悉，该行本月11日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
债券（简称“小微企业金融债”），发行规模为35亿
元，品种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3.64%。
本期债券的市场认购十分踊跃， 认购倍数达到
2.35倍。

今年9月，经央行和银保监会批准，长沙银行获
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
人民币金融债券， 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 本月成功发行的35亿元债券，即第一期发行。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受到各界关注。

为解决这一难题，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支持商
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就是举措之一。 今年
以来，全国陆续有10余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小微
企业金融债，合计发行规模超过1200亿元。 同时，
票面利率普遍低于4%，较低的融资成本，也为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贵”提供了可能。

作为我省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长沙银
行通过专营机构服务、专职团队对接、专业方案
解决、专项政策支持、专门行动挖掘五个专项措
施，着力提升对小微企业服务能力。 长沙银行称，
未来将研究并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专项金
融债券，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长沙银行发行35亿元小微企业金融债
3年期，票面利率3.64%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周金云）11月13日，2019湖南科技论坛之高端油
气用管学术论坛在衡阳举行。 为加速推进高端油
气用管的开发与应用，全国油气钢管专家学者围
绕高端油气用管生产工艺改进、技术升级和市场
开拓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论坛是第15届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科
技团体合作联席会议以及“院士专家衡阳行”系
列活动中的主题论坛之一。 中海油研究总院、西
南石油大学、中石油石油管技术研究院等科研单
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深水油气田开发海

洋立管管材及相关部件需求、常规油套管中的高
端产品及关键技术表征、油气开发对油套管的技
术需求及展望等行业前沿知识和资讯。

衡钢生产的高端油气用管被广泛应用于国内
外地质条件最恶劣的采油区块， 下井最深超8000
多米。 衡钢总经理凌仲秋介绍，近年来，衡钢坚定
不移走质量品种效益型道路，形成了品种全、质量
优、交货快三大竞争优势，培育了油气用管、压力
容器用管、机械加工用管三大拳头产品；未来衡钢
将持续研发高端油气用管， 全面深化与油田的战
略合作，为国家能源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全国油气钢管专家学者聚首衡阳研讨
加速推进高端油气用管开发与应用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2019湖
南“一带一路” 绿色博览会第二次线下研讨
会———“绿色建筑与新能源的发展新趋势” 研讨
会，今天在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举行，众多专家、学
者、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建筑与新能源产
业政策和企业发展等话题，为湖南绿色建筑发展
献计献策。

省住建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副处长黄婕介
绍，截至9月30日，湖南绿色建筑新开工面积累计
1.41亿平方米， 取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557项，累
计完成的绿色建筑面积约6058.26万平方米。

“湖南绿色建筑的发展方向是实现绿色建筑

向绿色住建转化，这需要政策上做好绿色住建顶
层设计，科技上推动建设领域绿色覆盖，标准上
提升绿色建筑项目质量，在宣传上营造绿色发展
良好氛围。 ”黄婕说。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王魁星认为，绿色建
筑与环境共生，小区应有效增加单位绿地面积上
的绿量，使建筑的热舒适度、风舒适度和呼吸性
能达到理想状态。

2019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将于12月6
日至8日在湖南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该博览会
经省政府批准，由中国国际商会、湖南省贸促会
等单位联合主办。

推动绿色建筑向绿色住建转化
2019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将于12月6日举行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杨阳）近日，我省文化强区长沙市开福区向世界
发出邀约，将老长沙城潮宗街地段打造成为文化
创意设计集中区，并提供两年免租金、五年返奖
的政策“大红包”。

潮宗街是历史文化街区，北到营盘路、南到中
山路、西至湘江大道、东至黄兴北路，宋、元、明三朝
都在此处砌有城墙，是老长沙核心区。 时务学堂、九
如里公馆、金九活动旧址等坐落于此，现存3处不可
移动文物、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多处历史建筑，仍保留着古街巷格局。

为既尊重历史风貌，又改善和提升老城区人
居环境，开福区以生活宜居性、风貌完整性、历史
真原性、文化地域性和街区活力型为原则，出台

了支持潮宗街打造创意设计集中区的实施意见。
明确该片区将重点扶持发展工业设计、 平面设
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影视动漫设
计、游戏设计、专业设计8大创意设计。 对300平方
米以内企业，给予2年免租期；前5年，对给予区级
财力贡献部分的40%至60%，将返还作为奖励；对
设计大咖、高级人才等，还将按照企业年度财力
贡献予以重奖。

目前，玉楼东、双燕楼、马复腾等众多长沙老
字号已入驻该片区，楠木厅、民国戏楼、连升老街
部分民居已修旧如故。 开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拥兵介绍，为让老城区真正“有分量”“有特色”，该
区对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上市公司
等入驻，将采取“一事一议”，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重点扶持8大创意设计
开福区潮宗街将打造创意设计集中区

经济视野

人工智能如何乘风飞扬

产业转型升级
11月13日，江永县电子信息产业园湖南中凯智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测儿童智能机器人。 该公司从签约到全面投产，仅用

了6个月。 目前日产儿童智能机器人1万余台，年产值可达到2亿元左右。 近年，该县按照“产业+园区+项目”的发展模式，开展链式招
商，引进了一批自动化程度高、自主研发能力强的项目，推动了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陈健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