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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大咖云集 共话“智”造力量
“数”说亮点

“黑科技”赋能 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智能制造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数字
化设计与制造、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运
维管理等关键技术，融合
了机械工程、控制工程、计
算机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多
个学科的最新发展技术，
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能
够做到。

此时，顶层设计就显
得尤为重要。

《中 国 制 造 2025》印
发仅过去 3 个月，2015 年
8 月 21 日，长沙以敢为人
先的执行力，率全国之先
发布《长沙智能制造三年

（2015- 2018 年）行 动 计
划》，并配套出台新材料、
工业机器人、北斗、虚拟现
实等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2015年10月，长沙成
立了顶层设计机构——长
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并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智能制造工作
推进小组，为长沙智能制造提供决策、
把握方向。

之后，长沙又出台《关于支持工业
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若干政策》，让
一大批传统产业借助智能化、数字化、
信息化来“换道超车”，建设智能制造
的生态体系。

2017 年 6 月，长沙市委、市政府
出台《关于振兴长沙工业实体经济的
若干意见》，围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开拓市
场、加大人才培育力度、优化实体经
济发展环境 5 个方面，用 30 条具体措
施，激发产业活力，振兴长沙工业实
体经济。

2017 年 7 月，长沙出台《建设国
家 智 能 制 造 中 心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提出分三个阶段，
构建长沙“产业智能化先行区”；东部
及中西部集群式培育“智能产业化引
领区”和“高端智能装备知名品牌聚
集区”。行动计划提出，将力推智能
制造技术与装备实现突破并形成产
业集聚，助推智能技术及装备形成

1000 亿级产业规模。
2019 年长沙提出率先打造国家

智能制造中心，突出长沙在人才服务、
资金扶持、营商环境等方面优势。长
沙配备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智能制造产
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多项政策的连续出台，让智能制
造在各个领域深度融合、深入发展，工
程机械、3D打印、人工智能产业，一个
个全球和国内首台(套)产品，彰显长沙
创新实力和高度，让“长沙智造”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长沙工程机械、汽
车、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等主导产业正
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

今年，长沙共有 215 项智能化技
术改造类、63 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4家解决方案服务商被长沙市政府
拟定为智能制造专项项目，获得政府
专项资金补贴。全市新引进重大招商
引资项目 98 个，总投资额 1298.1 亿
元，项目数量、质量、投资总额均高于
近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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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大会上，国内外顶级智能
制造专家、学者、企业家将带着业态期
望、行业机遇、企业实践分享、趋势判
断等洞察观点，与观众探讨、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中国工
程院院士孙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
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中国工
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工程院院士谭
建荣、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晓红、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陈世卿等 9 位中外院士，将引导

“网络安全高峰论坛、工业互联网赋

能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产业生态高峰论坛、5G 技术与
应用高峰论坛”等四场高端对话。这
些讨论不仅能为行业引入有示范作
用、可复制、可推广、效益效率并重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而且能共享全球
智能制造科技成果，促进国际交流与
合作。

中国电子、中国电科、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华为、三一集团、
中联重科、山河智能、蓝思集团等企业
相关负责人及代表将出席论坛活动，

讨论不同行业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产
业痛点、现有解决方案，以及智能制造
能为之带来的发展新趋势。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兴通讯、
麒麟软件、金山办公等展商将在现场
举行近30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全面展示 5G手机、操作系统、工业互
联网等领域的企业自主创新成果。

香港、台湾、华东、华南、西南地区
采购商团队将组成大会行业买家团，
促进区域供求信息对称，为企业搭建
广阔的协作交流平台，为产业发展注
入新活力。

会上，湖南信创产业协同适配中
心、先进制造业 5G 云 VR 公共服务平
台、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福建
恒捷实业有限公司、湖南中融汇智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项目和公司还
将进行签约合作, 构建多元化、开放
性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

大会筹备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会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
署，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
根本性变革，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水平，实现“制造强
国”、“网络强国”战略，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要求，助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新格
局加速形成。

大会将汇集网络安全、5G技术及
应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和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信
创产业领域头部知名企业、前沿产品
和先进技术，系列研讨网络安全和智
能制造未来技术、市场方向和商业模
式，向世界展示长沙智能制造的强大
力量。

发力发力““智能制造智能制造””
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写在写在20202020长沙网络安全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智能制造大会即将召开之际

湖南共有16家企业列入国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7
个项目获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

化和新模式专项，数量分别居全

国第六、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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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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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家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落户长沙。

湖南省一大批智能制造项

目建设取得突破，25个项目进

入国家“工业强基”工程，250个

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累计完

工156个。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8.3%，排名全国

第四位，比全国平均水平快2.6
个百分点，比上年加快0.9个百

分点；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和

16.3%，涌现出了装备制造、材

料两个万亿产业和先进轨道交

通、工程机械等 11个工业千亿

产业。

王 茜

明天，全球智能制造行业将再

次聚焦长沙。

11月28日至30日，2020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将在长沙

召开，最新科技成果、业界领军者

等将齐聚星城，开展“头脑风暴”，

助推智能制造破浪前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重构全球版图。作为中部制

造业重镇的长沙，如何“破题”？

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应运

而生。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

人说，自举办以来，长沙网络安全

智能制造大会已成为集高端论坛、

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应用体验于

一体的全球智能制造领域大规模、

高规格、具有影响力的大会。

近年来，长沙借助智能制造大

会，以创新引领智能制造，工业发

展平添新动力；同时也为国内智能

制造搭建了一个对接国际的一流

平台，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展现国

家级智能制造中心的应有担当。

智能制造风生水起，形成独特

发展的“长沙模式”，正大跨步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走进车间，可以深刻体会到长沙智
造的速度。5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每
7.5秒就可以下线一台汽车防抱死制动
系统电机；每小时下线 4.8 万瓶可口可
乐……

大到世界最大起重能力的履带起
重机，小到一瓶可乐，长沙智能制造的

触角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
今年年初，全国人民关
注的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建设过程
中，三一重工的混
凝土泵车、起重机

等多款产品参与施工。这些产品主要
来自三一重工的 18 号厂房，这个厂房
被誉为“中国最聪明的工厂”，在这里是

“机器人同事”随处可见。车间工人数
缩减四倍，人均效率却提升了四倍。“人
少、产量高、质量好。”三一重工副总裁
刘华介绍。

在宁乡加加酱油年产20万吨的自
动化生产厂区内，从原材料进入厂区到
一瓶酱油装箱出厂，几乎完全脱离人工
生产，综合运营成本降低 21.4%，产品
研发周期缩短 33.3%，能源利用率提高
10.1%。

智能车间、无人作业……这样的场
景背后，透露出的是长沙工业的智能化
转型。

——超过 40000 家企业用上云平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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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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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实现高速度智能转型的奥秘
是什么？“龙头企业试点示范，工业互联
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智
能化提升。”长沙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
一语道破。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智能工厂的
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智能制造中扮演
着类似“神经中枢”的角色。近年来，长
沙积极推动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结
合，通过跨部门、跨企业、跨区域的互联
互通，采集、汇聚、挖掘海量数据，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智能决策支持以及商业
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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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长沙工业云平台
注册企业超过4万家，其中不乏外省企
业。

在 2016 年长沙智能制造峰会上，
湖大艾盛总经理熊礼明了解到了长沙
工业云平台。作为一家专注汽车内外
装饰注塑件研发、制造的企业，此前多
数设备已实现自动化，但机器仍处于孤
立状态，没有实现互联互通。

“以前是‘闭门造车’，现在是一目
了然。”公司总经理熊礼明笑称。设备
联网之后，能够很清楚地清点企业资源
管理的痛点，减少重复和浪费，实现有
序管理。说到智能化升级后的企业发
展，熊礼明很满意：“用工数量明显减
少，工人劳动强度大幅降低，企业效益
显著提高！”

脱胎于三一集团的三一根云，已连
接超过 69 万台工业设备、打造了包括
工程机械、环保、铸造、注塑、纺织和定
制家居等在内的 20 个行业云平台，赋
能达 81个细分行业，并已为全球 45个
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提供服务。三一集
团通过三一根云的赋能改造后，生产效
率大大提升，仅用80%设备资产就能支
撑现有的订单业务，整体产能利用率提
升2.5倍。

长沙为中小企业提供从智能连接、
计算、分析到应用软件和产业链金融等
模式创新支持的覆盖全产业链、功能齐
全的工业云和智能制造平台。“既为大
企业量身定制企业级工业云应用，又对
中小企业接入和使用工业云予以重点
支持，全面覆盖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和多数中小工业企业。”长沙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长沙主攻“三智一芯”：智能装
备，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和功率芯片，以
软件产业的发展赋能制造业，反哺产业链。

中国通号。

▲九芝堂智能生产线。

▲ 红太阳
光电智能生产
线。生产线用
工 减 少 66% ，
运营成本降低
22%，不良产品
降 低 30%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20%，能源利用
率提高20%。

▲ 威胜集团
生产线。

▲

远大住工生产线。

（本版图片由相关企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