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8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一名
小朋友对展出的轨道交通车辆模型十分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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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0月18日，星城长沙，群贤毕至，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人才峰
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成为一场人
才与智力交流的盛会。

会上发布了2019年至2020年湖南智
能制造产业高端人才的需求目录， 邀请了
院士、 专家和企业家共同来探讨产业人才
的培育， 来自全国100多家轨道交通和装
备制造企业以及2000多名高端人才进行
了现场交流和洽谈。

院士寄语青年人才： 投身
中国轨道交通事业

“自主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自主创
新的关键又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友梅来到了峰会现场。 刘院
士从业60载，至今仍以81岁的高龄奋战在
轨道交通工作战线。

刘院士寄语青年人才：“作为一名科研
工作者，如果能将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社会
以及时代赋予的使命紧密相连， 就是人生
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大的幸福。目前中国轨
道交通迎来了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我们
需要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 欢迎更多的青
年人才投身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
经济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北京大学萧鸣
政教授在讲授《人才价值与新时代的开发》
时提出人才经济这一概念。 人才经济和产
业经济是相对应的， 产业经济是先规划产
业发展，再来规划人才发展，而人才经济是
先要振兴人才价值开发， 然后引领产业的
创新和发展。“换句话说产业经济是先有庙
后有和尚， 人才经济是先有和尚后建庙。”

萧教授风趣的比喻让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

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沈文
女士发表题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
用才机制》的演讲，她提出要充分借鉴发达
国家引进人才的经验和做法，吸引高技能国
际人才； 全面优化国际人才的生活软环境，
营造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和发展环境。

德国菲索玛特CEO、 德国莱比锡大学
教授墨柯先生分享的主题是《德国工业4.0
企业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
墨柯先生全程用中文发表演讲， 现场反应
热烈。 他认为德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特
色是：工匠精神、核心技术、严谨质量、团队
精神和规章制度。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
2025是一个方向，两个国家可以有更多的
人才合作。

528个高端人才需求发布，
部分岗位年薪过百万

“528个高端人才需求，岗位年薪平均
28.57万元，技术岗位最为紧缺。”人才峰会
发布了《2019年至2020年湖南智能制造产
业高端人才的需求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 这是我省首次针对优势产业链推出
高端人才需求汇总和人才数据分析报告，
收集发布了528个高端人才岗位需求信
息，涵盖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学术科研三
大类别173个高端岗位。

轨道交通行业是人才密集的创新行
业，《目录》对人才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高
端人才已经成为湖南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中坚力量，比重达到七成以上。各企业
开出的薪酬待遇也颇具激励性，《目录》收

录的高端人才岗位年薪平均达到28.57万
元，部分学科带头人、高级技术和管理岗
位年薪超过百万，还有单位以提供人才引
进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优厚待
遇吸纳人才。

峰会现场还举行了人才博览会，中车
株洲所、中车株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
山河智能等来自全国的100多家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企业摆下了展台招贤纳士，
2000多名高端人才来到现场，细细浏览企
业招工简章，排队等着与用人单位洽谈。

中车株洲所的展台被来自长沙理工
大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同学们
围了个水泄不通。即将毕业的付丽说：“毫
无疑问我们这个专业是很对口的，现场也
看到了很多合适的岗位，我们对未来的工
作前景很有信心。”

中车株洲所的人力资源专员曹玚表
示， 公司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比较大，以
各类工程师、技术专家、研发人才为主，总
体来说，高精尖人才供不应求。这次投简
历的求职者素质整体都不错，相信会有所
收获。

前来洽谈交流的邵阳人郭帆是一名
IT工程师，有20年从业经验，早年在深圳
工作，去年决定回湘发展：“今天就是来看
看情况，想回来寻求一份信息化管理的工
作，发现湖南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也能感
受到企业很有诚意。”

“工程装备行业回暖，我们急需大量
技术人才。”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人才
招聘室主任毛晓宇介绍，企业目前对于研
发人才的需求巨大，此次的招聘岗位人数
高达上千人。

人头攒动，现场火爆。这是一场人才
盛会，也是一次促进“产才融合”的生动实
践。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碰到上下班高峰期， 地铁入站出站口
总是排起长龙，苦了不少上班族。

如果能多几个通道进出站该多好！人
们的这一心声，有望在明年实现。

10月18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现场， 长沙轨道首次
展出他们研发的最新成果———移动闸机、
移动票务处理机和地铁智慧眼。

稳固地立在展馆地面上的闸机， 跟地
铁站里的固定闸机没有什么不同， 但它在
底下偷偷“藏”了几个小轮子，用遥控一指
挥，闸机便能自动升起，可轻松推动，到需
要放置的地点后，放下钢板，便组成了一个
出入站通道。

长沙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嘉琪介绍，当上下班、节假日客流量大时，
地铁工作人员可以提前推出移动闸机，现
场组装，通行压力减轻后，即可将移动闸机
收回，不额外占用站点空间。

移动票务事务处理机则可以让乘客自
主查询余额，办理非现金更新业务。这就意
味着，当乘客出入站显示票务异常时，再也
不用特意去客服中心排队等人工处理，而
可以直接就近通过机器操作解决问题了。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看到客流量高峰，
从而调配移动闸机和移动票务事务处理机
的数量呢？ 长沙轨道的工作人员今年用上
了“地铁智慧眼”的微信小程序。在这里，每
个站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实时查询当前及
历史的客流状况，赶在客流量高峰时段前，
为市民的地铁出行增设“移动通道”。

“这几款新产品都是第一次向市民亮
相，目前还在进行调试，长沙市民有望在
明年体验到新产品带来的通行便利。”张
嘉琪说。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怎样才能让观众更直观地体验到轨道
交通的新产品？把实车搬到展会现场来。

10月18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现场，中国通号和中
国中车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将各自最新研
发出来的新型车辆“开”进了展馆。

但是，即便有了车，外行人上去转一
圈，依然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怎么办？

不用着急，走进中国通号展区的这辆
五模块100%低地板有轨电车， 门上贴着
两张小纸条，图文并茂，介绍的正是这款
机车的设计巧思。

由于此款有轨电车是为甘肃省天水
市量身定制，小纸条介绍，车内扶手杆的
造型灵感，来源于天水大地湾文物，好似
一把远古石斧；车厢内的立式扶手，上端
呈展开状，与顶板的灯光相衔接，为何如
此设计？小纸条告诉大家，这是仿造天水
市树———国槐的造型，向上延展的设计寓
意着天水的蓬勃发展。

“总算看到驾驶室是什么样子了，我
也来过一把司机瘾！” 湘潭的刘星乔特意
过来观展，体验过后，他竟“冒充”起工作
人员来。

“你看，这趟车有个独特之处，驾驶
室的玻璃上有‘万字纹’装饰，‘万字纹’
在甘肃的民间刺绣、 建筑中都有广泛运
用。”刘星乔头头是道地跟记者解释驾驶
室的设计。

懂得真多！然而，记者一偏头，看到真
的工作人员在驾驶室里贴的小纸条，原来
刘星乔是看了小抄“作弊”。

通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车内的扶手、座椅、窗户等各处都
贴上了小纸条， 直观地展现最新成果，也
希望让更多的普通观众也能看出门道来，
体会到轨道交通行业的魅力。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孙晨晖）今天，2019中国国际轨道
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举行了两场国
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中外嘉宾与参展
商就如何加强国际轨道交通合作进行对接
和洽谈。

来自德国、俄罗斯、瑞士、日本等国的嘉
宾与企业负责人，和中国中车、中国通号、华
为等国内企业的负责人， 就轨道交通机车、
技术与配套设备、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装
备和施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通信信号设
备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中外企
业还举行了“一对一”商务洽谈，就进一步深

化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瑞士沙夫豪森州经济促进和区域开发

署署长克里斯多夫介绍， 湖南省与沙夫豪
森州在轨道交通领域有很强的合作与协作
空间，可鼓励双方企业建立业务关系，增进
合作，简化结算成本，共同致力于创造满足
未来交通需求的联合解决方案，跨公司、跨
行业、跨国地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

城轨的信息化改革如何来做？ 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城轨行业解决方案总监徐皞介
绍， 华为参与了很多轨道交通和企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实践， 长沙地铁在全
球率先把智能视频监控用于轨道交通。下

一步，华为将构建一个全国领先甚至全球
领先的信息系统，依托于数字平台构建一
个底座， 与合作伙伴共建智慧化城轨，接
入视频云、AI、大数据、BIM，支撑智慧城轨
的运营。

“5G商用近在眼前，大数据、物联网的
应用层出不穷，华为希望跟轨道交通领域
的企业合作共赢。”徐皞说。

中国铁建重工营销总监杨方明介绍，
公司十分重视加强国际合作，将主动与国
外轨道施工企业进行合作和交流，联合起
来做工程总承包和投资等， 进军海外，走
向世界。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胡信松）
今天， 来自中、法、德、美、英等国的轨道交
通专家学者、企业家共聚一堂，参加城市轨
道交通新型移动装备论坛，共同探讨城市新
型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未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钱清泉， 铁建重工交通装备研究设计院院
长罗建利，深圳市地铁集团副总经理简炼，
中车株机首席专家、 产品研发中心总监李
希宁等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 围绕城市
轨道交通新型移动装备的研发、 设计、制

造、运营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解读和阐述，
以全新视角对城市新型轨道交通装备的创
新发展作了精彩回顾与展望， 同时也向大
家介绍了以磁浮列车为代表的新装备、新
技术、新产品。

专家学者认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等重要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带
来了轨道交通产业在制造模式、生产方式、
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革， 推动了轨道
交通产业转型升级。以磁悬浮、单轨、智轨
及现代有轨电车等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

新型移动装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带动
了轨道交通的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
造以及运营维护等一系列技术领域的创新
与发展。

近年来，湖南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快速崛起，基本形成了自主研发、生产制
造、市场销售体系，整体实力在国内占据领
先地位。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代表的一批轨
道交通装备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新型移
动装备相继研发并投入市场，为我国的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外行也能
看出门道

地铁出行将增设
“移动通道”

广纳英才入湘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人才峰会侧记

深化交流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

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取得丰硕成果

技术变革推动轨道交通产业转型升级
城市轨道交通新型移动装备论坛探讨技术创新

10月18日上午，长沙国际会展中心，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现场，观众在参观展出的各类列车模型。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徐行 摄

欧阳金雨

“我可以用中文吗 ？”2019轨道
交通博览会主论坛上 ， 美国康明
斯公司集团副总裁Mr.Steven M.
Chapman面对主持人全英文提问
时 ，笑意盈盈地问道 。他全程用流
利的中文精彩作答 ， 现场观众报
之以热烈掌声。

语言互通，交流更便捷。对接、
洽谈 、细节敲定 、后期展望……博
览会现场 ， 中外嘉宾围坐一起侃
侃而谈的场面随处可见 。 笔者踱
步场馆 、 静心听会 ， 一天下来 ，
“中国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的底气到底在哪里 ” 的答案清晰
可辨 。

科技实力。与工程机械展稍有
不同的是 ， 轨博会布展着重突出
轨 道 交 通 的 丰 富 多 元 和 技 术 进
步 ： 地铁遁地而行 、 高铁轻轨飞
架 ，磁悬浮 、有轨电车 、市域铁路 、
城际动车组 、客运机车 、新能源电
车……城市交通网从 “一条线”变
成了 “八爪鱼 ”，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涌现出越来越丰富的产品线 ；
工程建造成套技术 、 无砟轨道技
术体系 、高速列车设计制造技术 、
列控系统……越来越多的中国关
键技术从 “追 赶 ”到 “并 行 ”再 到
“超越 ”。 “中国高铁引领世界 100
年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
安全技术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陈
兰华如此自信。

智能制造。“碳纤维地铁车辆”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 演讲台
上 ， 中国中车展示着梦幻般的新
一代智能产品 ；展会现场 ，中车株
机的CJ6型城际动车组、 中国通号
长沙产业园100%低地板五模块有
轨电车让参观者零距离接触 ，“自
驾驶 、自监控 、自诊断 、自决策 、自
控制 、自恢复 ”，这些崭新的智能
化名词更让人听来脑洞大开 。智
能化 ， 不仅让中国轨道交通站上
新的技术制高点 ， 更抢先占领了
行业发展的未来。

顶层设计 。“期待与中国企业
在 ‘一带一路 ’进一步合作 ”，这是
亚非拉 、 欧美澳等外国嘉宾演讲
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 如今 ，以
“一带一路 ”为轨 ，中国轨道交通
成为穿行在世界各地的 “中国符
号 ”。未来 ，凭借着先进的技术 、专
业的标准 、丰富的经验 、贴心的金
融支持以及全产业链跟进 ， 轨道
交通 “走出去 ”还将谱写更多与时
代合拍的律动 。 正是高屋建瓴的
顶层设计 ， 使行业发展上升为国
家意志 ， 有效统筹协调了各方力
量 ，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

当然 ， 中国轨道交通和装备
制造产业的 “底气 ” 还远不止这
些 。 这场国际性的专业博览会本
周末正火热举行 ， 您不妨亲自去
瞧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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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出
去
﹄
之
路
既
宽
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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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积极参
与 “一带一路 ” 建设 ， 其中铁路
建设是老挝连接东盟和中国的最
有前景的交通网络倡议之一 。 在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老挝政
府采取并实施了积极政策 。 我坚
信本届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博览会将会是老挝和各国了
解全球轨道交通相关最新技术和
产品的一个好机会。

———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部
副部长 翁萨瓦·西潘敦

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热
点话题 ， 在韩国 ， 轨道交通成为
改善环境的一个方面 。 中国的轨
道交通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 。
据我所知 ， 中国在轨道交通的提
速控制以及信号方面有了非常大
的突破 ， 韩国希望在这两个领域
向中国多多学习 ， 能够有一个交
流发展。

———韩国东阳大学轨道运行
控制学教授 朴渟水

我对湖南非常感兴趣 ， 因为
这里是日本人非常熟悉的毛泽东
主席的故乡 ， 自己一直想来看一
看 ， 感谢这次湖南省政府和中国
贸促会的诚意邀请 。 中国轨道交
通的发展前景非常好 ， 这次我们
把产品带来 ， 希望与中国的企业
达成合作。

———广岛化成株式会社会长
宫地治夫

（湖南日报记者曹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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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