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福芳

11 月 17 日， 为期 3 天的第十九期钱学森论坛暨 2019
长沙空间信息产业国际博览会落下帷幕。

3 天展览，10 场专业论坛，近 30 位院士、专家齐聚，国内
外近 200 家空间信息相关企事业单位参展，思想碰撞，论道
空间信息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

“这场盛会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空间信息领域的专业性、
权威性交流平台，汇聚了国内外权威专家、重大成果、优势企
业和先进理念，够高大上。 ”业内人士这样评价这场盛会。

“这是一场科技点亮生活的盛会 ，自动驾驶 、无人机航
拍、移动环境信号采集车、家庭理疗呼叫机……这些高科技
产品，其实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够接地气。 ”前来观展
的市民这样说。

这场盛会，向世人宣告，数字中国看长沙。

无人驾驶智能清扫车、 可爱十足的智
能机器人、纯电型垂直起降固定无人机、四
维地球……11 月 15 日， 第十九期钱学森
论坛暨 2019 长沙空间信息产业国际博览
会一开展就足够吸“睛”。

“这车真灵巧，真方便。 ”长沙酷哇人工
智能及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展
位前， 两台无人驾驶智能清扫车在展位前
徐徐前进，吸尘、清扫，灵巧又敏捷，惹来市
民赞叹。

这款车， 由酷哇机器人与中联环境共
同研发， 目前已在橘子洲公园和黄兴路步
行街，以及天心经开区内的部分路段运营。

“这款智能环卫车， 融合了最前沿的
5G 智能网联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可感知
环境、规划路径，遇到障碍物可自动识别，
能喷水、清扫，还能捡拾大小不一的垃圾，
是搞好城市环境卫生的好帮手。 ” 在展示
区，酷哇机器人负责人介绍道。

“你好，我叫航航，我来自中国航天系
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机器人“航航”和
“佳佳”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展区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的关注。一米左
右的个头，极具太空元素的外形，头部显示
屏上是一张可爱的卡通头像，笑容可掬。工
作人员介绍， 该款机器人有很强的科普性
和娱乐性，并有强大的航天知识储备，可以
就航天知识问答与观众进行互动。

“载人航天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成为一
名航天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现场，
不少市民与“航航”和“佳佳”互动，气氛热
烈。

“你看，我家在这里，好清楚啊。 ” 中国
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展位内，呈现的 3D
地图上，城市的道路、建筑、人流和公共服
务等实时信息一目了然； 形状不规则的农
田里，植保无人机根据地形自动规划路线，
喷洒作业无需看守……

“我们公司研发的‘四维地球’，是国内
首个基于海陆空天海量多源数据、 安全可

靠的时空信息智能服务平台， 提供包括基
础影像底图、 每日新图在内的通用遥感产
品服务。 ”展位前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借助“四维地球”，环境监测部
门可快速获取近实时影像， 通过历史影像
与最新影像进行前后时像对比，对水体、固
体废弃物、生态环境等进行动态监测。而普
通公众，也可通过“四维地图”，了解家乡或
者所处周边地理空间环境的变化。

鲲鹏智汇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
无人机， 是一种新型的纯电型垂直起降固
定无人机， 航时可达 100 分钟， 航程 110
千米，飞行高度可达 4500 米，能生成地形
图，可实景三维建模，能应用到测绘、环保、
林业、交通、应急、水利等多个领域。

在航天科普展和 VR 体验区， 观众还
可现场观摩中国航天事业建设成就， 戴上
VR 眼镜畅游太空， 提前领略高新技术，感
受航空航天魅力，亲身体验中国“硬科技”。

“很炫，有很多的高科技亮相，但也很
有生活味， 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是为了让我
们的生活更方便。 ”市民李吉安在展馆内转
了一个多小时，“看完后，有一种自豪感，中
国科技越来越发达， 作为中国人挺骄傲
的。 ”

此次展览面积 2.5 万平方米， 设有大
型企业展区、遥感信息应用展区、空间通信
应用展区、导航定位应用展区、空间信息装
备展区、航天科普展区六大展区，吸引了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四维测绘
技术有限公司、美国 Maxar 公司、欧洲空
客防务与空间公司（Airbus� Defence� &�
Space）、国家超算长沙中心、清华大学等国
内外近 200 余家空间信息相关企事业单位
参展。

除了 3 天的展览，10 场专业论坛也让
人脑洞大开，直呼受益匪浅。

15 日开幕式当天， 第十九期钱学森论
坛举办。 据了解，钱学森论坛发端于钱学森
先生创办的“系统学讨论班”。 20 世纪 70 年
代后期， 在钱学森先生晚年近 30 年系统科
学的研究中，依托航天 710 所（中国航天系
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前身之一）， 创办了

“系统学讨论班”，这便是“钱学森论坛”的发
端。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钱学森长期
主持这个讨论班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这
里开创了系统学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科学的
中国学派。

在上午的钱学森论坛中，中国遥感应用
协会理事长罗格为论坛致辞，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系统一司司长、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李
国平，国资委原监事会主席刘顺达，十三届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健林发
表讲话。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

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中国工程
院院士蒋兴伟先后作《从地球走向太空：跨
越大气层后的未来布局》《发展海洋卫星组
网观测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主题报告。

在下午举办的钱学森论坛深度研讨会
上， 原军事科学院信息化作战研究室主任、
解放军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叶征，清华
大学博导雷家骕，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
导吕述望， 原解放军战略规划部研究员、少
将刘兴仁等众多院士、专家继续围绕“钱学
森智库聚焦空间信息产业创新发展”这一主
题开展深度研讨，凝聚各方智慧，汇聚各方
力量，谋划加速我国空间信息应用和数字经
济发展的行动路径，为航天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论坛还发布了《星融工
程·< 公心宣言 >》，并举行了星融工程启动
仪式。

钱学森之子、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
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永刚出席论坛，并在接受

采访时提出，希望此次论坛能为长沙建设空
间信息产业高地，打造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
聚区注入动力。

“北斗 +”创新融合发展分论坛，与会专
家们依托长沙北斗产业资源优势，就推进北
斗与大数据、地理信息等产业的融合，以进
一步凝聚、 扩大北斗产业创新主体活力，促
进长沙市北斗应用及相关产业发展，打造完
整供应链体系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连续 3 天，测绘新科技应用、商业航天
产业发展、空间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时空信
息支撑智慧未来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应用与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等 10 个专业论坛先后召
开，权威解读空间信息产业最前沿的技术及
未来发展方向等。

“10 场专业论坛凝聚众多院士、专家为
我国空间信息应用和数字湖南建设出谋划
策，并广泛汇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为湖南
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服务长沙建
设空间信息产业高地，打造国家级大数据产
业集聚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沙市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万物皆通互连，很精彩，也很有启发意
义，文化加入了科技的元素后，更具有现代
气息，也更受市场欢迎。”受邀参加空间信息
应用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论坛的亚文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伍定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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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全程参
与，贴心服务，更让与会嘉宾感受到“来到天
心，天天开心”的 IP 内涵。

开幕式上，长沙市天心经区还与中驰车
福互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公司(联盟)进行了入
驻园区及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天心区为何能受到这么多企业青睐？ 湖

南帅一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海明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之所以会选择来长
沙天心区开办子公司， 正是看中了这里的营
商环境、双创氛围和良好的产业基础。

“长沙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有非常浓厚
的创业创新氛围，我们也力争成为长沙机器
人产业的排头兵。”易海明说，其公司研发的
商用机器人，主要服务于养老、医疗、机场、
商场这四个产业，而养老、医疗两个产业是
其优势所在，目前已与湖南多家公立医院建
立了合作关系。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总经理邓万军则表示，选择入驻天心

经开区的地理信息产业园，主要是看中了园
区的集聚效应。“我们是为地理信息产业做
装备生产的，能与园区其他企业形成优势互
补，共同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邓万军说，
也曾考察过多个地方的园区，但天心经开区
的服务、政策、集聚效应最好，是不二选择。

开幕式当天，近 30 位院士、专家和相关
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天心经开区调研，参观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了解国家级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看，金句
频出， 赞声不断。“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
搏，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前景广阔的高新
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之路。 ”一
位院士如此说道。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空间信息技术创
新应用，加快建设数字湖南。作为湖南省会，
长沙市聚集了全省 80%的空间 / 地理信息
企事业单位，并将大数据（地理信息）作为全
市 22 条产业链之一重点扶持， 建成以天心
区为代表的一批空间信息产业集聚区。

目前，位于天心经开区的湖南地理信息
产业园已形成万家丽南路产业带、“天心数
谷”和地理信息小镇，聚集产业链相关企业
121 家，其中核心企业 57 家，包括浪潮、金
山云、南方数码等企业；各类矢量、遥感影
像、栅格数据存储量达 4200TB 以上；还建
立了天心阁大数据研究院、 大数据交易中
心、长沙超算中心园区服务站、湖南地理空
间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这里的未来肯定值得期待，将为天心
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注入新活力。”
产业园一位负责人表示。

未来已来 天心可期
———第十九期钱学森论坛暨 2019长沙空间信息产业国际博览会侧记

展览 高科技＋生活味

论坛 产业融合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场 20 家企业签约入驻天心区

VR 体验区内人气很旺。

由酷哇机器人与中联
环境共同研发的无人驾驶
智能清扫车亮相博览会。

第十九期钱学森论坛暨 2019 长沙空间信息产业国际博览会。 （本版图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嘉宾和企业代表来到天心经开区内的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园参观、考察。 开幕式上 20 家企业签约入驻天心区。

参会院士、专家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