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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不堵车、绿色环保、锻炼身体，近年
来，骑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人们一种重要
的出行方式。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在我省不少
城市，共享单车的“身影”渐渐淡出视
野，颜色各异的共享电单车逐渐占了上
风，取代共享单车“占领”街头。

共享单车悄然淡出，共享
电单车成“懒人福音”

“我从上个月起骑电单车后，再也
没骑过脚踏车了。不用踩，简直是‘懒人
福音’。”5 月 19 日下午下班时间，长沙
市民云女士打开 App，对准车辆一扫，
眼前的一辆蓝色电单车发出提示音，解
锁成功。

这是哈啰出行近期推出新款踏板
电单车，官方提供的续航里程45公里，
最高时速25公里，即使不用脚踩助力，
也能轻松爬坡。

云女士家住长沙天心区鑫园小区，
她告诉记者，从长沙开福区八一桥附近
的公司回家，骑电单车比坐公交车更快
更方便。

蓝色的哈啰、黄色的美团、青色的
青桔……在长沙街头，五颜六色的共享
电单车随处可见。

5月20日中午，长沙新湖南大厦门

口停放的 50 余辆共享车型中，仅有 3
辆摩拜共享单车。据记者对其他几栋商
业写字楼前停放车辆的粗略统计，共享
电单车的数量已经占据了共享车型的
90%以上。

记者了解到，各大共享电单车品牌
都在加大市场投放量。

2016 年进入长沙市场的哈啰出
行，目前共投放单车和电单车约 30 万
辆，去年在长沙对单车进行了减量，不
断“加码”电单车；美团电单车在去年
12 月开始在长沙启动投放，已覆盖主
要中心城区，在怀化也有少量投放运
营，目前正在制定稳步扩展的计划；小
彬出行、小遛等多个品牌也在纷纷铺
车。

智能守护系统，保障用户
安全出行

2017 年，因考虑大量电单车存在
占用道路资源、阻碍公共交通、易造成
交通事故等诸多安全隐患，交通运输部
等 10 部委曾联合印发文件表示“不鼓
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长沙
街头的共享电单车逐渐消失。

今年，长沙给共享电单车陆续颁发
了新国标牌照，对其标准进行了规范，
共享电单车再次吸引了资本的注意，重
回市场。

安全是头等大事，各共享电单车品

牌如何保障用户出行安全？
“哈啰目前在长沙完成上牌的大约

有 1 万辆，根据统一安排，需要在今年
10月份完成12万辆的上牌工作。”哈啰
出行湖南地区公关负责人张振告诉记
者，除了启动上牌工作，哈啰出行的新
款踏板电单车还配备了蓝牙语音系统，
连接后可通过车辆语音进行导航，避免
骑车看手机造成的交通安全隐患。

美团电单车则将车速设定在18公
里/小时，为车辆及用户购买保险，保障
车辆财产安全和用户骑行安全，并联合
交警部门，对违规用户采取一定的惩罚
措施。

青桔电单车配备的“守夜人系统”，
解决用户在夜间骑行摔倒后无法及时
获得救助的问题，系统可以检测车辆运
行过程中的速度、倾斜角度等，识别疑
似侧摔事故，经客服远程确认后，将快
速联动区域安全员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眼下，“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正
在陆续开展，骑共享电单车也需要佩戴
头盔。不少市民认为，自备头盔虽然麻
烦，但表示支持。此外，共享电单车还存
在乱停乱放、违规载人等问题，需要加
强管理。

乱停乱放大煞城市风景，
大数据帮忙精准运营

省时省力的共享电单车虽然给

市民出行带来便利，但和共享单车一
样，乱停乱放，报废和损坏的车辆不
能得到及时维修等问题，依然大煞城
市风景。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对此伤透脑筋。
近日，衡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便
约谈了哈啰、青桔、小遛 3 家共享电单
车企业，协商解决投放地点、充电服务、
停车仓库和押金等问题。

“我们希望成为智慧城市中的一分
子。”哈啰出行湖南地区公关负责人张
振表示，解决这些顽疾，大数据可以帮
忙。

张振说，哈啰出行依托运营大数
据，可以对投放数量和地点进行精准运
营，摆脱行业初始阶段以量取胜的粗放
模式，市民在骑车的便捷度上略有提升
的同时，路面堆积情况也大大减少。

“美团在管理车辆方面可以发挥科
技优势。”美团电单车相关负责人吴昊
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美团电单车将
上线同向停放技术，实现车辆停放统一
朝向，达到城市管理要求。

滴滴出行旗下的青桔电单车，则通
过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结合路面网格
化运营管理，保持车辆有序停放。滴滴
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汽车站、医院、
核心商圈、学校、机构等骑行需求较大
的重点区域，青桔电单车将安排固定检
修人员进行巡检，避免车辆过度投放、
用户无车可骑的情况。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倩）省气象局与省生态环
境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预报预警会商方案（试
行）〉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强
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为湖南省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
预报预警信息。

该方案明确，气象、生态环境部门加
强协调联动，进一步强化环境空气质量
预报预警会商队伍建设与信息共享网络
建设，定期组织业务人员开展交流培训，
并整合优势资源，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和气
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跨部门和跨层级的

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气象部门负责提供
气象要素实时监测信息、气象要素垂直观
测信息、常规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气
候预测、卫星遥感监测信息等。

该方案要求，不断完善大气污染防
治联合会商机制，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
预警、空气质量预报、遥感监测信息的联
合会商制度，完善空气质量预报方法，进
一步提高重污染天气过程预报的精准
度，延长预见期；加强大气污染预报科技
支撑能力，联合开展环境、气象重大项目
及科技攻关，共同推进气象条件对空气
质量的影响、重污染天气形成和变化机
理、大气污染物传输规律等方面的研究。

湖南日报5月 2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洪天学 熊心仪)记者日前从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4 月 1 日起，全
省持续推进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整治行
动，打击计量作弊行为，加强教育引导，
净化市场计量环境。目前，已检查市场、
门店 16722 家，新增诚信承诺市场 926
家，新设置公平秤256台，查处违法经营
户 194 家，立案处理 21 起，没收计量器
具270台。

为期2个月的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整
治，全省所有使用商贸衡器进行贸易结
算的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超市卖场、个
体门店，经销或维修商贸衡器的门店和
个人，销售商贸衡器的网站网店均被纳

入整治范围。对列入整治重点的计量违
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特别是对制
售“作弊秤”的行为，深挖源头、一查到
底，对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处长雷光明介
绍，专项整治行动分类施策，一方面严打
重处“短斤少两”等危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计量违法行为，对违法者形成高压震
慑；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引导，督促集贸
市场举办者落实计量主体责任，按要求
设置公平秤，通过建立“计量失准先行赔
付”等便于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管理
制度，营造“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
计量环境。

打击计量作弊 加强教育引导

湖南推进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整治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洪
静雯 记者 彭婷）黑色的机箱内不时发
出“嗡嗡”的声音，一本 100 页的书 5 分
钟内即可完成电子化转存。不同于传统
机器人“三头六臂”的造型，昨天，记者在
位于湘潭高新区的湖南千寻未来科技有
限公司，见到了这款外形方正的全球首
款人工智能高速全自动非接触扫描机器
人——“艾思机器人”。经过多年自主研
发，5月18日，“艾思机器人”正式投产。

由于纸质文档种类繁多，现有扫描
设备难以实现图书、成册资料、装订资
料、散页资料等的全自动扫描，导致扫描
工作效率低下、大量纸质文档难以转换
为电子版。在此背景下，2018年 8月，湖
南千寻未来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完成“艾
思机器人”及电子文档管理系统项目功
能样机的可靠性测试。该机器人结合AI

智能技术和3D深度动态展平算法，可对
成册资料、散页资料、订书机装订资料进
行全自动扫描，并分类管理，促进纸质资
料电子化转变。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教
育行业、档案馆、图书馆、政府机构、智慧
会计等领域，将大幅度提升扫描转化速
度、降低人力成本。2019年，该公司完成
了第二代商品机调试工作。

湖南千寻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今年 1 至 5 月，公司在试投产期
间，获得了近 2000 万元订单，以及约
4000万元意向订单。未来，公司将以“艾
思机器人”为切入点，打造全球第一个全
自动智慧数字加工厂，其中包括集中式
数字加工厂和分布式数字加工厂，全方
位开展纸质资料批量数字化服务，并建
立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和
信息深度挖掘。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鲁融
冰 通讯员 罗勇）5月18日，全球首个百
兆瓦级多电源融合技术实验验证平台在
常德开工建设。项目建成运行后，将填补
国内外大规模储能的百兆瓦多电源融合
实验验证技术与平台的空白，并为目前
新基建战略提供相关行业的技术支撑。

据悉，由于新能源存在发电的间歇
性和波动性等天然缺陷，对电网安全构
成巨大挑战，需要储能系统实现良好的
供电保障。然而，目前的储能系统以及配
置储能的微电网系统，其技术经济可行
性和安全性，尚无可供实验与实证的手
段和工具，特别是大型（百兆瓦级以上）
的系统。

为解决新能源微电网系统和储能系
统产业化的瓶颈，由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
院牵头，与常德市政府共同筹建的基于大
规模储能的百兆瓦级多电源融合技术实
验验证平台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总投资
1.6亿元，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总承包建设。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对新能源设备、
储能设备、储能监控系统BMS、EMS、多
电源无缝切换、黑启动、微电网设计组
网、储能电站设计搭建等进行实验、运行
和验证，促进新能源和储能设备与系统
科研、技术进步。同时，也将给常德带来
近30亿元的产业投资，最终为常德形成
年销售额超50亿元的储能产业。

全球首个百兆瓦级多电源融合技术
实验验证平台常德开建

我省气象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

共同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水平共享电单车，城市“新宠儿”

全球首款人工智能
高速扫描机器人湘潭投产

未来将打造全球第一个全自动智慧数字加工厂

湖南日报 5月 20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张恬）近日，新浪财经科创属
性研究中心对各行业上市公司有效发明
专利进行了排名。在机械设备行业有效
发明专利数量排行榜中，中联重科有效
发明专利的总数量位居行业第一。

据了解，机械设备行业纳入统计的公
司共有 354 家，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28205件，平均每家公司拥有79.68件有
效发明专利。截至目前，中联重科累计申请

专利 10144 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3800
多件，有效发明专利为2258件。

中联重科是从国家级研究院孵化而
来的企业，拥有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5大国
家级创新平台；形成了共性技术研究和主
机产品、关键零部件开发为一体的二级创
新平台。公司方面表示，将持续大力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加快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
运用，以创新精神领跑行业技术发展。

中联重科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稳居行业第一

累计申请专利10144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3800多件

5月19日，浏阳市沿溪镇万亩蔬菜示范片区的现代化大棚内，合作社聘请的菜农在精心采摘优质菜心。近年，浏
阳市大力发展“三间”经济（乡间、网间、夜间），引导农民增收。今年，为应对疫情影响，该镇进一步提质扩面“三间”经
济代表性产业之一的蔬菜种植，实现了产量与销售同步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刘谦 王文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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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19条举措
治理货车超限超载

力争今年普通公路超限超载率低于1%

湖南日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今天，省治
超办针对全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
理发布19条举措，将力争今年实现
普通公路违法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1%以内、高速公路违法超限超载率
控制在0.5%以内。

据介绍，这 19 条举措主要通
过全省治超专项整治行动、科技
治超基础设施建设、非现场执法
试点、信用治超联合惩戒和保障

机制建设 5 个领域展开。
按要求，各级治超办要指导督

促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设置货
车引导车道，安装“闯禁”电子抓拍
等设备，并接入公安交警监控平台。

对超限超载行为建立信用记
录，将运输企业相关信息，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
示，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交换
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实现有机
对接和信息共享。

省水运投、省水利投整合重组

湘水集团成立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胡信松)

5月19日，湖南国企改革又迈出坚实一步，
整合省水运投、省水利投等企业组建的湖
南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进省属国有资本
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整合重组的决策部
署，将省水运投、省水利投等企业整合重组
为湘水集团，并进一步整合我省涉水资源，
打造涉水全产业链，将湘水集团打造成为
国内一流的水利水运水务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运营管理大型集团。

湘水集团将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支持
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要求，主要从事水
利、水运、水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与运
营，以及“一湖四水”和长江相关岸线资源
整合和环境保护；承担省政府交办的重大
水利、水运项目的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着力发展水利、水务产业，以及相关的设计
勘测、咨询服务等；持续做好航电枢纽、船
闸、航道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港口码头、物
流园区投资建设与经营。

据了解，湘水集团重组整合将分步骤
实施，先期整合省水运投、省水利投（含澧
水公司45%股权）等企业，新设成立湘水集
团。根据发展需要，再以湘水集团为主体，
适时整合其他省属监管企业的涉水企业或
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