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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近日，经过国家工信部的公示，长城金融、
远大住工、山河智能、科霸电池4家长沙企业的
项目获批“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至
此，经过3年积累，长沙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数
量达到27个，成为全国拥有智能制造“国字号”
最多的省会城市。

“智”造生态形成
“我们这条发电机整流器生产线，18个工位

几乎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仅需2人协作，生产
效率大幅提升。”

记者近日在长沙经开区索恩格汽车部件公
司（以下简称“索恩格公司”）看到，工人只需要
把物料放入设备，所有加工就会自动完成，只需
在生产线下游收集成品即可， 自动化生产让一
个整流器的生产节拍提速到15秒。

该公司在每个工位都设置了自动识别装
置，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将每个部件、每个
工序的生产信息传输到后台服务器， 信息还可
以追溯，目前已有七八条生产线接入信息系统。
现在工厂每条生产线的工人多则才五六人，少
则两人。不仅减少了用工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
良品率。

索恩格公司长沙生产基地今年5月正式投
产， 其智能制造水准也成为长沙智能制造快速
发展的缩影， 一大批企业开启了智能制造生产
线的改造，智能制造生态初步形成。今年以来，
随着试点示范、万企上云、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
等一系列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智能制造“长沙模
式”不断升级、深化，更成为长沙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新近获批“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的长城金融生产基地，一台台自助终端整机

在流水线上依次前行，接受装配；实时生产状况
在电子看板上被随时监控； 智能化设备在工人
面前缓步穿行,工厂生产有条不紊。

相比智能改造实施前， 企业生产效率从
60%多提升到85%以上； 产品交付周期从58天
缩短为如今的28天； 安装合格率由88%提高到
98%以上。“信息化管理后，人员通过电子看板，
甚至手机APP就能实现远程监控， 生产过程的
异常可以快速处理，现在平均生产周期从3.5天
缩短到2天以内。”该企业负责人介绍。

“智”造产业蓬勃
在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的同时， 一批

智能制造部件及系统提供企业也发展壮大。
在湖南猎豹汽车三工厂， 其玻璃自动涂胶

工作站， 拥有我国汽车厂唯一一条可将汽车挡
风玻璃涂胶、安装同步完成的智能生产线。

而这正得益于由长沙长泰机器人制造的这
款6轴机器人———长沙1号。在生产线上“长沙1
号”喷涂、码垛、上下料等工序全部智能化，14千
克重的汽车挡风玻璃安装瞬间自动化完成。采
用这款机器人自动化作业，不但在测量、涂胶、
安装上将误差缩小到正负0.05毫米， 效率更提
升了50%以上。

现在， 长泰机器人的产品线服务于国内各
大汽车主机生产商，并开始进入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航空航天、民爆等领域，抢占国内机器人
应用高地。

无独有偶， 在长沙经开区内的蓝天机器人
科技公司经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 针对焊接过
程中的多个痛点， 在全国范围内第一家推出带
3D视觉的机器人焊接系统。

3D视觉机器人焊接系统为机器人配备了
3D相机及相关软件，相当于为机器人装上了眼
睛。通过3D相机，机器人可自动定位、自动寻找

焊缝。其和以色列WELDOT公司合作研发的等
离子复合焊接机器人系统， 通过等离子和气保
焊接电源复合， 能将焊接效率提升3倍以上，是
一款极具发展前景的超级焊机。

“智”造企业“上云”
智能制造要发展，除了智能设备的推进，更

少不了其大脑———工业云平台。
云平台一方面可以提供存储空间， 软件系

统、数据存储都可以通过云获得；另一方面可以
提供计算能力，完成大量的计算，为企业生产管
理提供协助。

走进三一集团远程监控中心， 监控显示屏上
是一张全球地图， 上面布满了各种小点。 这些小
点，就是目前三一售出的23多万台工程装备，在什
么位置，处于什么状态都了如指掌。以前需要数天
才能完成的维修等售后服务， 如今一天之内就可
完成。这是长沙企业工业云平台建设的典范。

基于“云”的重要性，今年，长沙正式启动
“万企上云”活动，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迈
向全国智能制造高地的步伐加快。

在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其打造的长沙
工业云平台也开始为长沙的企业提供云服务。

利用这个工业云平台， 企业减少了一次性
建设投入，仅需在使用过程中适当付费，就获得
了产品的远程监控能力，帮助企业降低约3成的
信息化成本。

日前，长沙发布《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智能化
技术改造的若干政策》，吹响了智能制造向纵深
发展的号角。从智能制造服务提供商、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设计、 企业智能化改造实施及智能制
造生态体系建设等方面， 为企业推进智能制造
提供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目前，长沙已有3万余家企业“上云”，智能
制造发展已完成“点线面”的布局。

制造更智能 � � � �第七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暨国际研讨会
在长沙举行

专家大咖论道人力资源管理———长沙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晗）
10月13日至14日，“第七届中国人力资
源管理论坛暨国际研讨会”在长沙隆重
举行。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包括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杜伦大学（英国）、浙
江大学、中南大学、上海交大等国内外
100余所高校、 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企业
的700多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学者和
高管出席。

研讨会邀请论坛名誉主席、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晓红，论坛主席、南京大学
资深教授赵曙明，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王
重鸣，清华大学教授陈国权，论坛执行
主席、 中南大学教授颜爱民等专家学
者，为大会作了主题报告。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是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为依托，由国内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首席专家赵曙明牵头，携手国内知
名高校和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共同搭
建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自2012年
起，该论坛已分别于南开大学、武汉大
学、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成功举办了六届。

本届研讨会主要围绕“新”和“心”
两大关键词展开论道，以“中国情境人
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发展”主题，结合
“组织变革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与
创造力”“领导者特征与行为”“创业与
企业创新”“传统文化与劳动关系”等多
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曹娴）省政府
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18年亚太低碳
技术高峰论坛将于10月24日至26日在长沙远大
城举办。

今年论坛主题为“共享低碳技术，共保美丽
蓝天”，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重
大战略决策， 加强国际低碳技术交流合作和促
进减碳减排，由亚洲开发银行与湖南省发改委、

省环保厅共同主办。
省发改委副巡视员龚新平介绍， 论坛将发

布三类成果：研究成果，由我省与亚行共同甄选
发布《保卫蓝天20项低碳技术手册》；人才成果，
评选2018年度亚洲清洁能源领创者；合作成果，
在跟踪督促去年论坛35个意向合作项目落实到
位的同时，促成今年与会金融机构、产业园区、
技术机构和企业达成一批新的合作项目。

“本届论坛具有契合国家战略、注重企业参
与、突出务实高效三大亮点。”龚新平介绍，按照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思路，论坛将主会场定
在我省著名低碳技术企业远大科技集团远大
城，让参会嘉宾有更加直观的低碳体验。除举办
展览外，论坛期间增加了2场商务对接会，由20
家金融机构或技术企业向参会嘉宾展示产品与
服务，与意向单位一对一轮流沟通衔接。

该论坛于2016年和2017年成功举办两届，
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金融机构、 研究智库和知名低碳技术企业派高
级代表参加。目前，本届论坛已有来自21个国家
的67位外宾确定参会。

“共享低碳技术，共保美丽蓝天”
2018年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本月长沙启幕

� � � � 10月15日，隆回县“温暖微行动·彩虹行”爱心包裹发放仪式在该县思
源实验学校举行，150名贫困学子领取到书包和图书，喜笑颜开。

肖大松 马红岚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刘莉 ） 我省首期贫困县医
院骨科适宜技术培训班14日在省第二
人民医院开班。 该培训班旨在交流和
推广“椎间孔镜技术” “四肢矫形”
等骨科相关先进技术， 来自全省48个
贫困县县医院骨科相关专业的医疗、
护理骨干等共104人参加。

在开班仪式上， 省第二人民医院
手术室正在进行一例“椎间孔镜” 手
术， 全体学员在会场通过直播共同观
摩和学习了手术过程。 省第二人民医
院脊柱外科主任、 何飞平副主任医师
介绍： 椎间孔镜技术是一种脊柱内窥

镜手术， 是在内窥镜的直视下清楚地
看到突出的髓核、 神经根、 硬膜囊和
增生的骨组织， 使用精细的手术器械
摘除突出的髓核组织， 镜下去除突出
的骨质、 射频电极止血、 修复破损纤
维环。 该手术皮肤切口仅7毫米， 只需
局部麻醉、 适应症广、 远期疗效好，
因而患者创伤小、 痛苦小、 手术风险
小、 安全性高。 本次培训班共安排15
天课程， 采用理论学习与临床观摩相
结合的形式， 内容涉及椎间孔镜技术
在椎间盘突出症治疗中的应用等， 并
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参与部分医疗、
护理操作和指导患者术后康复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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