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今年以来，全省申报省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和示范车间项目数
量达153个，同比增长72%。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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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盘点·湖南亮点

11月19日，首台“长沙产”格力大型中央空
调机组在宁乡经开区下线。同一天，长沙格力电
器冰箱洗衣机生产基地项目开工。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格力将在长
沙投资上百亿元，让更多格力产品烙上“长沙智
造”标记。

时下，智能制造已成全球趋势，湖南阔步向
前，省会长沙一马当先！

目前，长沙市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668家，
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智能制造新模
式应用专项项目27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位。

世界 500 强企业在长沙“引得进、留得下、
长得好”，既为智能制造“长沙现象”的形成贡献
力量，也为智造之城长沙写下生动注脚。

“快速的政府反应、厚实的产业基础、头部
企业的自我革新，是长沙发展智能制造的最大
优势所在。”前不久闭幕的2019湖南(长沙)网络
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与会专家分析表示。

2015 年 7 月，长沙率先在全国发布长沙智
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决策把握、顶层设计快人
一步、抢占先机。

工程机械、汽车、食品、电池及新材料等产
业链领军企业，在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上很快发
挥出试点示范效应。

三一集团18号厂房，不仅“块头”大，智能化
水平更是首屈一指，被誉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化
制造车间”“中国最聪明的工厂”。

长沙博世4.0生产线，博世全球工业4.0项
目运用智能化模块最多的生产基地之一，只需2
名工人、5台机器人、7.5秒，就可以下线一台汽
车防抱死制动系统电机。

盐津铺子在智能化技术升级时曾计算过成
本：对比传统生产方式，智能化升级后，劳动用
工可以减少近 70%；烘焙生产采用智能管控体
系，减少人与食品接触，可以实现食品品质精准

控制，并且生产效率至少提升30%。
2018年，长沙确定了22条工业新兴及优势

产业链，纵深推进智能制造；《长沙建设国家智
能制造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也
开始落地实施。

然而，智能制造转型门槛高、周期长、成本
大，大企业“顶天立地”有基础、有优势，如何实
现中小企业的“铺天盖地”？

以长沙工业云、三一根云、中电互联等为代
表的长沙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古法酿造酱油到高能量密度锂电池，从
数字化车间总体设计到智能制造设备技术攻
关，多元化的企业、多样化的需求，都能在云平
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模块和服务，就
像在网上逛“淘宝”买东西一样。

高空作业机械领域“新星”星邦重工，低成
本让公司设备接入云平台，没有巨额投入即让
产品具备了远程监控功能。

湖大艾盛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云”找到了合适的智能化升级方案，车间生
产效率提高20%，生产成本降低15%。

“工业云提供很好的研发设计工具和企业
管理应用服务，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平均约三成
的信息化成本。”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董事长邓子畏介
绍。

目前，长沙工业云平台注册企业已达4万家
左右，其中不乏外省、外市企业。

12月11日至12日，长沙市举行了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流动观摩会，翻开今年长沙市的重大
产业项目名单，“智能化”成为“标配”，智能装
备、智能汽车、智能终端、信息安全及自主可控
的“三智一自主”成绝对“主角”。

立足“制造”、深耕“智造”，长沙正全力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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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周慧佳 陈文成

自12月6日起，每天早上7时30分，由中
车株洲所研制的智轨首班列车从四川宜宾智轨
产业园出发，驶经闹市区 17.7 公里后，抵达宜
宾西站。

一辆全球首创的智能列车，是湖南智造
“点”的突破；一条全球首次投入商用的智轨线，
在轨道设计、安全技术、乘坐体验、运营维保等
各方面的高度智能化，映射出湖南智能制造的
系统能力。

放眼全球，“智”造大潮涌起，湖南迎潮而
上。省会长沙，从第一条中低速磁悬浮投入商
用，到各大顶级公司围绕无人驾驶汽车在星城

“发力”……近几年智能制造的“长沙现象”蜚声
全国；从三一重工的树根互联网在业内声名鹊
起到一个个中小企业自觉进入“云端”，从示范
引领到全面应用不断突破，全省智造生态系统
雏形初现。

智能制造风生水起，形成独特发展的“湖南
模式”，正大跨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在这背后，湖南靠的是什么？

顶层设计“给力”
全省“智”造势如潮涌

一根麻辣鸭脖，最能触动吃货的味蕾。
走进生产绝味鸭脖的阿瑞食品有限公司制

作车间，洁净如镜、卤香四溢。生品解冻、卤制包
装、拣配发货，鸭脖生产全流程，都是通过自动
化设备在流水线上完成。

一件漂亮衣裳，最能愉悦人们的爱美之心。
几秒钟量身，1分钟试穿，最快2小时拿到

成衣。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全国
第一个智能制衣云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到
生产的全流程控制。

一栋楼几天之内平地而起，最能诠释住宅
产业化的速度。

远大住工致力用最经济的方式建最好的房
子，利用装配式建筑生产技术，让盖房子像搭积
木，既快速又环保。

……
“智”造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湖南智

造飞速发展留下的鲜明印迹。这背后，市场“无
形之手”在逼迫，省委、省政府更是以强有力的

“有形之手”，从顶层开始，一项项政策、一个个
务实的举措落地生根——

阿瑞食品是湖南最新认定的省级智能制造
示范企业；苏科智能在场地、人才、税收等方面
均得到了政府优惠和支持；远大住工智能工厂
是“国字号”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2016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首次明确提
出“着力打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
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促进‘湖南制造’向‘湖南
智造’跨越”。

铿锵之音，掷地有声；落地行动，迅速有力。
湖南成立了由省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分

管副省长任常务副组长的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省工信厅；颁发《湖南省智能制
造工程专项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设立重点支
持智能制造的制造强省专项资金和新兴产业发
展基金；创新制定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奖励
制度，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和产品……

智造之势，潮涌而至，激荡三湘四水。
短短几年，湖南一批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

示范企业、示范车间获批下来，智能制造重点项
目、智能制造推进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

截至目前，湖南共有16家企业列入国家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获批国家智能制造标准
化和新模式项目27个，数量分别居全国第六、
第七；1 家企业中标国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项目。

全省累计认定53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74 个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省工信厅还
公布了首批30家湖南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推荐目录。

从示范企业、示范车间生产出来的产品，
有世界最大起重能力的履带起重机、世界最高
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全球首台 5G 遥控挖掘
机等，它们创下的世界第一，标注着湖南智造
的高度。

走进车间，更可以深刻体会到湖南智造
的速度。三一集团，5 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中信戴卡长沙基地，每 10 秒生产一件铝轮
毂；湖南中粮可口可乐，每小时下线 4.8 万瓶
可口可乐……

大到工程机械“大块头”，小到生活一瓶
小酱油，湖南智能制造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各
行各业。

KUKA机器人代理商施洋说，工业机器人
在湖南，既走进了几万平方米的制造车间，成为
生产“大国重器”的主力军；又化身“技能家”“艺
术家”，向湘人湘商展示下棋、雕刻等技艺。

智能制造的深度应用，大大提升着湖南的
发展质量。

工程机械湘军以智能制造提升内生动力，
在新一轮增长中发展结构更优、后劲更足，湖南
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烟花爆竹有了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助力，同
样是实现年产值 6000 万元，华冠花炮用工从
400余人缩减至8人。

依靠智能制造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新
兴优势产业高起点占领市场，经济效益持续攀
升。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五年营收增长15倍，
2018 年突破千亿元大关；今年有望突破 1300
亿元，持续保持高增长。

临近年底，邵东县生态产业园内的湖南东

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愈发忙碌，新增的10条生
产线有序运行。

东亿电气是世界最大的打火机制造企业，
全球在售的打火机中，每5支就有1支东亿电气
的产品。

公司副总经理白家宝告诉记者，东亿电气
智能化改造前，工人数量约1.4万人，日产打火
机100万只;智能化改造后，工人1400人左右，
日产打火机400万只，而且产品走向全球、迈向
中高端。

为东亿电气智能化转型升级“量身定制”方案
的，是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它搭建了一个先
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载体和平台，
已为120多家企业提供了智能化改造服务。

11月25日，该研究院与29家企业一道，入
围第一批湖南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推荐目录名单。

湖南编制这一名录，旨在进一步推动全省
智能制造实现从“栽盆景”向“种苗圃”转变，由

“点上示范”扩大到“面上推广”。
“点”上示范已成势。三一集团、中联重科、

中车株机、铁建重工等重点企业，建起了自己的
智能工厂、车间，甚至已经开发出自己的APP，
向研发、管理、服务等“一网通”“一键通”迈进。

“线”上延伸不可挡。以树根互联为例，该工
业互联网平台覆盖75个细分行业，连接58万台
高端设备，成功打造了包括铸造、流体机械、柴
油机等工程机械垂直领域在内的18个行业云平
台，能支持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百
余个国家的设备接入。

“面”上推广初见效。长株潭地区智能制造
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长株潭三市获批的国家
级、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占全
省总数的 68%。在湘江新区的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长沙）测试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集群
渐成气候。

为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系统，我省还多
层面、多层次举办智能制造展览会、合作对接会
等，广纳全球行业龙头企业的智能化项目和方
案入湘。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全球“智能化新
一代工程机械”悉数亮相，现场订单和采购金额
逾200亿元；

湖南（香港）智能制造项目推介会，现场签
约智能制造项目24个、投资总额117.5亿元。

湖南（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峰会已连
续举办4届，充分诠释了“全球视野、中国方案、
湖南实践”。

……
大风起兮，湖南智能制造企业乘势而上。今

年以来，全省申报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示
范车间项目数量达153个，同比增长72%。

湖南“智造”高地，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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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长沙“发力”
智能制造“长沙现象”勇立潮头

智造生态“助力”
智能制造点、线、面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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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亮点

27个

湖南共有16家企业列入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获批国家
智能制造标准化和新模式项目27
个，数量分别居全国第六、第七。

项目

74个

全省累计认定53家省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74个省级智能制造
示范车间。

30家企业入围首批湖南省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
目录。

示范车间

668家

长沙市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
668家。其中，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和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
专项项目27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一位。

试点企业

制图/张杨
1月8日，浏阳经开区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工人

在检查产品生产质量。 周凤连 摄

2018年 12月 8日，长沙
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注
塑智能生产车间，机器人和传
送带相互配合，完成全自动智
能生产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5月13日，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三一集团参展的履带起
重机耸立在半空中，气势雄伟。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