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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柳琴声

近日，华菱涟钢开始进行新一
轮信息化建设，预计投资1.8亿元信
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一
期项目将于 2021 年 4 月 1 日上线运
行。届时，华菱涟钢将建立起协同高
效的业务流程，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财务业务一体化、设备资产全生命
周期管理，实现决策支持的数字化、
可视化。

近年来，华菱涟钢聚焦生产流
程、质量控制、工艺改进等，以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为实施路径，全
力打造现代工业控制体系的智慧钢
厂。

批量工业机器人“上岗”

“举起”手臂，再利落向下，“伸
进”渣池，自动捞渣，精细过滤，快速
倒渣并洗勺……在华菱涟钢冷轧板
厂镀锌车间，2019年2月“上岗”的捞
渣机器人 24 小时不停运转，系列动
作“一气呵成”，作业高效快捷。

捞渣机器人所在的锌锅区域，栏
杆智能防护设备引人关注。栏杆一
开，机器人立即停止作业。

“栏杆与机器人之间加装了安全
连锁装置，既能避免机器在作业过程

中出现伤人的风险，又确保机器人高
效地为生产服务。”现场技术人员介
绍，捞渣机器人是由华菱涟钢检修中
心和冷轧板厂共同研发安装调试的。
机器人应用前，捞渣作业主要由人工
完成，作业现场温度高、粉尘多、噪声
大，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机器人应用
后，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而且大大增强了带钢表面质量的稳
定性。

冷轧板厂镀锌车间，生产线繁忙
运行。但放眼望去，基本不见操作员
工。从机组入口段一直到出口段，机
器人取代了原先最繁琐、劳动强度最
高、作业环境恶劣的工作岗位。除中
间段的自动捞渣机器人外，出口段还
有自动取样和喷码机器人。

华菱涟钢检修中心产品研发室
主任冯力力表示，工业机器人集成应
用，减轻了生产一线工人劳动强度，
消除生产过程中操作风险，提高生产
效率，是华菱涟钢推进智能制造服务
于生产的一大举措。

全流程无干预智能炼钢

在华菱涟钢210转炉厂，操作者
按下相关按键，一座转炉即开启作业
模式：氧枪缓缓降下，炉内钢水开始
翻滚……碳、硅、锰、磷、硫等钢水成
分指标全都在控制标准内。从炼钢首

个流程加入铁水，到中途的添加合
金、加入熔剂，再到后段的出钢、铸坯
等，炼钢全流程、各环节都由计算机
精准控制。

传统的炼钢过程，需要吹炼工、
合金工、摇炉工、信号工等多名工人
协作。多年来，华菱涟钢持续推进钢
铁制造的各个环节及相应系统优化
集成，将智能制造融入生产全流程，
致力实现“智能炼钢”。

2011 年，华菱涟钢自主研发出
自动炼钢模型；2016年，在自动炼钢
的基础上，华菱涟钢汇集技术力量，
集中研究开发“一键炼钢”技术；
2019 年，华菱涟钢成功开发转炉全
程无干预智能炼钢系列核心技术，做
到了从冶炼、出钢、溅渣等全流程无
干预炼钢。

走进炼钢控制室，只见室内4个
方位各有一个操作台，台上电视监控
的数据、画面，实时变化，炼钢工人

“现场”监控炼钢全过程。
“智能炼钢能够适时调整运行

数据，使冶炼达到最佳目标，即使原
料条件变化，均可实现全程无干预
智能化冶炼。”华菱涟钢 210 转炉厂
厂长罗刚介绍，智能炼钢模式极大
地促进了精准高效生产，2019 年，
210转炉厂铁水单耗达历史最低，多
项技术经济指标领先行业先进水
平。

打造数字化、智能化样板车间

华菱涟钢热处理板厂二期项目，
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热处理板厂，
2019年12月建成投产，不仅工艺技
术领先行业一流水平，其自动化、信
息化、智能化的深度集成，也备受瞩
目。

走进热处理板厂，只见一块块钢
板徐徐进入加热炉，经过回火、淬火
等工艺后，滑下冷床，再打包入库，整
个生产流程自动完成。年产能达到
50 万吨的厂房，只有几个工人在组
织产品吊装转运。

工人在监控中心实时了解各工
序的生产情况。“板料、班组、设备、能
耗等资源数据实时可视化，不仅便于
车间安全生产、标准化作业和管理，
提升生产管理水平；更有利于生产管
理者及时掌握生产信息，快速响应，
降低生产运营管理成本。”华菱涟钢
热处理板厂生产技术室主任唐萌介
绍，现在生产线由自动化系统集成，
通过建立产品批号，既能实现一键式
快速转产，还能通过追溯每一工件的
热处理参数。

得益于新一代信息自动化技术
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华菱涟钢热处
理生产线的产量、质量大幅提升。今
年一季度，该厂产量同比增长120%，
多项生产指标创下历史新高。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5月14日一大早，古丈县尚家村10多
位村民便来到村里的莓茶园采摘莓茶。采
摘一天，人均收入可超100元。

尚家村曾是产业空白村。2018 年 9 月
30日，驻村帮扶工作队组织村里党员和部分
村民到花垣县十八洞村学习取经，村民深受
启发，摒弃“等靠要”思想，劲往一处使。短短
一年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去年底，全村脱贫出列。

近学十八洞，提振精气神

尚家村是移民村和深度贫困村，全村195
户85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5户353人。
全村以彭姓居多，向姓、梁姓、田姓次之。

“村口的小卖部里摆着7桌麻将，大晴
天，30 多人聚在一起打麻将，好不热闹。”
2015年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
境局派驻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刚一进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肖珍辉就被眼前的情
景惊呆了。

驻村帮扶工作队意识到，如果不唤起村
民的精气神，就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2018年9月30日，驻村帮扶工作队组织村
里党员和部分村民到邻近的花垣县十八洞
村学习。

“十八洞村的变化，主要是村民精气神
的变化。”曾担任过十八洞村村主任的施进
兰接待了尚家村前来学习的村民，给大家
讲述了十八洞村脱贫致富的故事。

“2014 年 1 月 23 日，花垣县委驻十八
洞村帮扶工作队进驻的第一天，就遭遇了

‘下马威’。有村民围住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龙秀林，问他带来了多少钱？”施进兰的
话还没讲完，尚家村前来学习的村民就纷
纷低下了头，不好意思起来。

十八洞村村民也主动“以身说法”介绍
经验。十八洞村村民龙先兰曾是村里有名
的酒鬼和懒汉。“哪里喝，哪里醉；哪里醉，
哪里睡。”龙先兰的开场白引得大家哈哈大
笑。随后，他话锋一转，“在驻村帮扶工作队
的帮助下，我戒掉了酒，学习养蜂技术，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致富，每年收入超8万元。”
听了龙先兰的话，尚家村贫困户梁德胜顿

时睁大了眼睛。
“真的能有8万元？说说你是怎么做到

的。”人群散去，梁德胜拉住龙先兰“开小
灶”。今年55岁的梁德胜是尚家村出了名的
懒汉，从不做农活，房子要倒了，就用树撑
着，每天起床后就去打牌，遇到谁家吃饭，
就去蹭一顿。

看了龙先兰的养蜂场后，梁德胜深受
启发，从十八洞村回尚家村的路上，大发感
叹：脱贫还得靠自己。

摒弃“等靠要”，奋力奔小康

回到村里，驻村帮扶工作队借鉴十八
洞村经验，发挥支部堡垒和党员先锋队作
用，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村里的老党员彭秀洪第一个站出来，联
合村里的“能人”彭言付在村里带头种植莓
茶。驻村帮扶工作队趁势召集村支两委开
会，制定全村产业发展规划。会上，老支书彭
司政主动作检讨：“以前是我不对。以后，一
定带头发展产业，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党员纷纷带头，村民干劲十足。“快看，
梁德胜下地干活了！”2018年冬天，村民发
现，原来从不下地干活的梁德胜竟每天早
早起来，将自家荒了多年的土地开发出来
种茶树。有村民将梁德胜干活的场景拍了
下来，在村民间转发，一时间成了村里的

“重大新闻”。
村民的心热了，大家劲往一处使，尚家

村一天一个样。村口小卖部里的麻将桌不见
了，村民随手乱扔垃圾的陋习改掉了，扯皮
打架的情况也没有了。原来村里抛荒的田地
里、山坡上种上了油茶、黄桃和莓茶树。

“你看，那是油茶林，有 400 多亩；这
是黄桃基地，500 亩；还有 200 多亩茶园，
种上了莓茶和黄金茶。原来荒废的山塘和
水田也开发出来了，养殖了 10 亩龙虾。”
初夏时节，在尚家村行走，肖珍辉指着眼
前的满目葱茏向来访者介绍，尚家村已形
成山顶有油茶、山腰有桃花、山脚有茶
叶、山塘有龙虾的产业景观。去年，仅莓
茶一项就收入 2 万多元，贫困户户均增
收 1000 元以上。全村人均收入由 2015 年
的 1500 余元，提高到去年底的 5000 多
元。

打造“智慧钢厂”
——看华菱涟钢如何实施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尚家村“求学”记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在长沙市望
城区召开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座谈会。望
城区将利用丰富的浅层地热能资源，在全
省率先开展大面积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试
点，试点区域面积达31.4平方公里。

冬暖夏凉是每一个城市的愿望，但体
量庞大的空调外机群既是“耗能大户”，也
是城市热岛效应的制造者。如果把一些管
道插入到土壤深处，以地热（含水层储能+
地热水能+岩土储能+中深层地热）为冷热
源，借用管道里的水或者其他流体的流动，
就能实现冬天从地下汲取热量、夏天从地
下汲取清凉，有效实现节能降耗。

望城区政府负责人介绍，为充分发挥
示范效应，计划将滨水新城核心片区（湘江
以西，雷锋北大道-腾飞路-金星大道以东，

沩水桥以南，三汊矶大桥以北，总规划用地
面积 31.4 平方公里）作为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试点区域。

望城区开展大面积浅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试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拥湘江岸
线35公里，特别是滨水新城片区大泽湖、白
石湖、张家湖、斑马湖等河湖湿地密布，也
是全省浅层地热能最富集的区域；同时，岳
麓污水处理厂两根直径2米的尾水管网，沿
潇湘大道埋设长度达20.2公里，日排放中
水（又称为“再生水”）60万吨，具备中水余
热利用的基础；望城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已启动水源热泵利用项目。此外，滨水新城
片区作为新型城镇化、海绵城市两项省级
试点的核心片区，目前已打造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项目 26 个，累计建成面积 6.2 平方
公里，具备了浅层地热能在建筑领域集中
连片发展的基础。

望城率先开展
大面积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试点

计划将滨水新城核心片区31.4平方公里作为
试点区域

5月1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访问了当地最大的医
院：帕瑞仁雅塔瓦医院。这家医院也
是我们湖南省援助津巴布韦医疗队
所工作的地方，前不久被确定为新冠
肺炎患者的定点救治医院。

在跟当地卫生部和医院的相关
人员讨论交流后，我们和医疗队的战
友们亲切交谈起来。这个队伍不大，
一共9个人，来自湖南的各个医院和
各个专业。医疗圈子不大，大部分都
认识，或是同学，或是朋友，异乡的相
逢，大家有说不完的话，用医疗队员
的话说，是家里来人了。

这支队伍派驻到津巴布韦工作
快一年了，队员们已经融入了当地

的生活，对于当地带有口音的英语，
他们在沟通上几乎没有障碍，副队
长江远东甚至还学了几句当地的语
言。语言的便利加上自身的专业，让
江远东在当地医院拥有一批粉丝。
你如果向当地医生打听江医生，他
们不一定会知道，但是你要是提
Allen 医生，每个人都佩服不已。Al-
len 医生，就是咱们的江远东医生，
一个对检验有很深理解的心内科医
生。

队长江志超医生，在国内时就是
我很好的朋友。我的超哥一把拉住
我，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超哥说
这个话的时候，脸上挂着两个字：自
豪。我们好奇地跟着他来到一栋不大
的独立小楼面前，他指着说：“这里，

已经启动装修了，马上就会成为这个
医院的中医科，我们是第一个在这个
医院成立中医科的人。”大楼目前还
是紧闭的，也许是疫情延续了工期，
看着超哥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莫
名的感动。超哥说，当地其实对中医
有一定的接受程度，他作为一个中医
科的医生，用中医在当地治疗了不少
患者，包括这次疫情，他也用中医提
供了一些预防的办法。

希望超哥的中医科能早点开科，
希望中医能够在万里以外的异国落
地生根，花开遍地。

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医
疗专家组成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检验科副主任 章迪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异乡与战友们相逢
希望超哥的中医科能早点开科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唐凌志）当地时间5月
13日，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在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同津抗疫部际
工作组及津卫生部就疫情防控进行
交流座谈。

津巴布韦副总统莫哈迪、国防部
长穆欣古里等多位津方部长级高级
官员，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等
人出席座谈会。

津抗疫部际工作组组长、副总统莫

哈迪表示，中方专家组此次来津分享抗
疫经验，捐赠防疫物资，回应了津巴布
韦最为迫切的需求，展现了中方对津方
的真诚友好，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感到
欢欣鼓舞，愿为专家组在津巴布韦期间
开展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莫哈迪介
绍，津巴布韦当前正在实行二级疫情防
控策略，中方专家组此行内容十分丰
富，将与津一线卫生工作者交流互动，
实地考察首都哈拉雷及周边各省医疗
机构，分享有益经验，并补充津巴布韦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储备，相信将为津实
施国家疫情防控战略提供有力支持，提
振津卫生工作者士气。

会上，专家组领队祝益民介绍了
中国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分享了疫
情信息、分级疫情防控、科学复工复
产、抗疫国际合作等内容，就医院感染
控制措施回答了津方官员提问并相互
交换了意见。接下来，专家组将同哈拉
雷市防控指挥机构对接，并走访哈拉
雷社区防控机构，交流抗疫经验。

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
同津抗疫部际工作组交流座谈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
厅正与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等厅局抓紧起草文件，拟在全省大力推进
浅层地热能建筑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从
今年持续至2022年。

国家已将地热能应用纳入《可再生能
源法》。我省浅层（地下15米至200米埋深）
地热能资源丰富，是储量大、分布广、清洁
环保、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但开发利用
力度还比较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
全省利用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的建筑面积
仅1300万平方米。

省住建厅巡视员高东山介绍，大力发展
我省具有资源优势和应用基础的浅层地热
能，是有效降低建筑能耗、缓解能源供需矛盾
的重要手段。根据试点方案，我省将鼓励浅层
地热能资源丰富、应用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
按照“片区+园区+特色村镇+重大单体项目”
相结合的思路，规模化、成片化实施浅层地热
能建筑应用试点。依托有实力的科研院所建
立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研发中心，组建产、
学、研、用一体化的新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联
盟。加快建立技术标准体系，采取合同能源管
理、区域能源系统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推广机
制，着力培育浅层地热能新型市场主体。

我省力推浅层地热能
建筑规模化应用试点

鼓励按照“片区+园区+特色村镇+重大单体
项目”相结合思路，规模化、成片化实施

湖南日报 5
月14日讯（记者
刘勇）为贯彻落
实《土地管理法》

（新 修 订）以 及
《湖南省农村住
房 建 设 管 理 办
法》等 法 规 、文
件，省农业农村
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今天联
合召开全省视频
会议，部署抓好
农村宅基地管理
暨农村村民住房
建设管理。

宅基地事关
农民切身利益和
农村社会稳定，
事关耕地保护和
粮食战略安全。
新修订的《土地
管理法》将宅基
地改革和管理相
关工作交由农业
农村部门负责，
审批权限下放到
乡镇。

会议部署，
各地要结合当前
国土“三调”、宅
基地使用权确权
登 记 颁 证 等 工
作，全面摸清宅
基地规模、布局
和利用情况。受
诸多因素影响，
农村宅基地管理
存在较多的历史
遗留问题。会议
指出，这些问题
处置程序复杂、

处置难度大，各地要加强调查研
究，摸清现状底数，做到“存量心
中有数、增量严格管控”，确保工
作既有系统性又有前瞻性。

省农业农村厅将会同省自
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加快明确农村宅基地审批程
序，建立健全审批机制，并做好
宅基地审批管理与农房建设、不
动产登记等工作的有序衔接。三
部门将于近期下发《湖南省农村
村民住房建设管理流程图》。在
新的机制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各
地要耐心做好解释和引导，防止
未批先建。

省自然资源厅正积极有序
推动村庄规划编制，推进农村宅
基地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重拳
整治违法用地。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将编印《湖南农村住房设计
100 例》，并开展送图下乡，免费
供村民使用，同时还将加强农村
建筑工匠培育管理。

在全面加强农村宅基地规
范管理的基础上，各地要积极研
究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住房的可行办法，总结推广
利用闲置宅基地发展乡村旅游、
农村民宿、家庭工场、手工作坊
等经验典型。盘活利用过程中，
要确保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依法取得、权属清晰，产生的土
地增值收益全部用于农业农村。
要充分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和农民房屋财产权，严防单纯行
政推动搞“一刀切”。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进社区进乡村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泉子）5月12日是第12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省自然资源厅以此为契机，在全省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周活动。

记者看到，在省地质博物馆活动宣传
现场，大屏滚动播放的地灾防治动画片《湘
湘历险记》和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展板，吸引
了许多市民驻足观看。省自然资源厅地勘
处、省地质灾害防治学会的专家，现场科普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前兆
和避险知识，并现场赠送地质灾害防治知
识小册子等资料。

5月12日至15日，省自然资源厅将分

别在长沙、常德等市举办科普讲座、互动
问答、资料发放、专题采访、避险演练等活
动。目前，省自然资源厅已向部分市州和直
属单位发放《地质灾害避险手册》30000余
份、《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读本》4500
余本。

省自然资源厅地勘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进乡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工地活动，重点对群测群防员、社区居
民、中小学师生、工地工人普及防灾识灾避灾
治灾等知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湖南地
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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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非抗疫日记

挖掘机司机被困 消防空投牵引解救
5月14日清晨，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三元村，因当地突降大雨，河水急涨，2名挖掘机司机人车被困河中央，情况危

急。8时29分，慈利县消防救援大队、阳湖坪特勤消防站紧急出动救援，消防员利用无人机空投救援设施，运用大绳横渡
牵引于13时成功营救2名被困人员。 魏咏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