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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网络安全再次成为高
热度话题。

一位开幕峰会演讲嘉宾认为，随
着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提速升级，数据
逐渐成为一种资产，数据安全问题越
来越突出。

在今天，网络数据安全已不仅仅
属于虚拟空间的问题，而是深深融入
到企业生产、家庭和个人生活中。5G
和新基建对整个网络数据安全体系架
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随着国家对网络安全重视程度的
不断提升，网络安全产业迎来了重大
机遇。

湖南在加强网络安全的顶层设
计，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推动网络
安全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力争
在网络强国建设中走在前列。

今年6月，国家第二个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正式落户长沙，标志湖南网络
安全产业已具备较强的影响力、辐射
力和产业竞争力。

产业发展上，长沙三年前提出打
造22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而信

息安全产业链便是其中之一。
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潮流中，主

要为 PK 体系和鲲鹏体系。三年砥砺
前行，长沙已率先成为全国唯一拥有

“PK生态”与鲲鹏生态（硬件+软件）的
城市。

这些年，长沙不断促进“PK”和“鲲
鹏”两大生态体系融合协作、竞合发
展，构建全开放的适配公共服务平
台。目前，长沙已逐步形成了以国防
科技大学为技术策源地，以中国电子、
华为等为龙头的网络安全产业链，初
步构建了以PK体系、鲲鹏体系为核心
的基础软硬件、网络安全终端及设备、
系统集成及应用服务产业生态，打造
了以“二机四芯”（长城整机、鲲鹏整
机、飞腾 CPU、银河飞腾 DSP、景嘉微
GPU、国科微 SSD 芯片）为主导、领先
国内网络安全行业的一系列高端前沿
产品。

近年来，长沙在推动智能制造产
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方面频频发力，出
台了《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长沙)产
业发展规划》《长沙市加快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三年(2019—2021 年)行动计

划》《长沙市加快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一系列政策大礼包。

今年，《长沙市关于加快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开始实
施，在研发创新平台建设、产业集聚发
展等七大方面进行支持，最高给予
5000万元奖励。

对来长落户的网络安全创新创业
大赛获奖团队或企业给予最高300万
元支持，其中重特优秀项目给予最高
1000万元支持；对网络安全各类高精
尖人才，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补贴
和最高200平方米全额购房补贴。

截至目前，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
区（长沙）企业增至196家，其中上市公
司6家，近年共引进重点项目47个，计
划总投资560.7亿元。

预计到 2025 年，国家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长沙)的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
亿元，带动全省网络安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2000亿元。

在网络安全产业的护航下，长沙
互联网产业基础指数、产业创新指数、
数字化指数、区域吸引力指数和新生
态发展指数均排名全国前十，总体发
展指数全国第六、中部第一，互联网正
成为长沙贡献给中国经济的亮丽名
片。

在长沙，邂逅中国智造的美好未
来！

观创新引领观创新引领
品智造未来品智造未来

——回眸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中的长沙制造

李 治 李大为

11月30日，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胜利闭幕。

本届大会以“创新引领、智造未来”为主题。

3天时间，高朋满座。包括国家部委及省市领导在内，共有600多位嘉宾出席，王怀民、孙玉、陆军、沈

昌祥、李培根、谭建荣、卢秉恒、陈晓红、陈世卿等9位中外院士参加。

在移动互联网第五城，国内外一流科研、制造和商用大咖品茗论道，汇聚前沿思想，共享最新成果，切

磋先进模式，展示科技产品，商讨经贸合作。

长沙，再一次被推到中国产业巅峰的聚光灯下。

李 治
离开一个人，借口可以找几十

个：爱上一座城市，也许并不需要太
多理由。

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
会上，硬核科技和现代商业理念的影
响力无处不在，与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刚好匹配，相得益彰。

大大小小的展位上，不经意间总
能发现一个又一个细分行业冠军，一
群又一群选择长沙的人。

海铭德展位上，电子工程师冯明
内行地展示公司遥控器检测自动化设备。提
及格力、美的、奥克斯等大品牌全都使用公司
的检测流水线，他一脸自豪。

海铭德10年前在深圳创设。冯明是公司
老板的岳阳老乡，进公司已7年。他很感恩老
板回湖南投资办工厂：“他想效力家乡，同时帮
助员工买房安家。”

海铭德在长沙开厂的2016年，冯明买了
房，位于星沙黄兴大道旁，每平方米只要4000
多元，上班方便，几分钟就走到了。当时公司
总部所在地深圳的房价少说也要两三万元，现
在已经在5万左右了。

长沙地铁三号线今年开通。有了地铁概
念，楼盘已升值不少。网红城市，慢生活，冯明
一家人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长沙经济总量排名第
16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第11位，但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却排在第64位。

在博世长沙展区，电子工程师段浩告诉笔
者，软件工程师中，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
都选择了长沙。

同事葛爽在一旁附和，来自江西九江的他
就是例证。

选择一座城市，寄托和期许的，往往是一
生的幸福。

段浩老家在湖北荆州，毕业后在国内多个
城市游历，2015年终于决定在星沙买房安家。

长沙的幸福触手可及。让这些“理工男”
对时代、对国家有了更为具象的理解和热爱。

惠而特公司湖南区域负责人曾鹰的经历
和段浩相近，在北京、深圳兜兜转转15年，在
上海也曾小住过。最终还是向公司申请，回到
长沙工作生活。

“我也准备在长沙定居。”惠而特公司销售
部的于东东说，公司几十号人大多在长沙买了
房。

最近几年，长沙每年净流入25万人左右，
这在全国城市竞争活力中是一个重要指标。

惠而特公司总经理谭曙光是湘潭人，在北
京创业多年，去年他在长沙创设了研发基地。

为什么回长沙？在网络安全类展区，谭曙
光说，工业互联网安全是大势所趋，公司在这
方面有独到经验和技术，目前中国只有北京和
长沙两个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长沙在产业布局
上的远见为他所称道。

另外，网络行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长沙
有国防科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众多高校，
人才储备丰富。长沙房价特别有优势，能让员
工安心留在这里幸福生活。“人生并非只有工
作，还要有生活，对不对？”谭曙光笑着说。

据了解，长沙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不到40%，
有效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被高房价绑架。尽管
卖地来钱快，但不可持续；制造业虽然发展慢，
但后劲足，是立市之本、强市之基。在短暂利益
和长远利益面前，长沙毫不含糊选择后者。

近些年，长沙推出了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
心、“软件业再出发”等一系列发展举措，取得
明显成效。

“如果说爱上长沙还要有理由的话，省市
和园区的营商环境好，服务到位，很多细节温
暖贴心。”谭曙光以这次大会为例，坦言看到了
长沙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决心
和信心。

这次大会上，谭曙光等众多专业参展商表
示，将和长沙一路相随，同愿同行。

智能机器人可自动检测身
高、体重、体温、疱疹等近10项指
标，家长通过视频平台实时掌握
孩子动态，晨检机器人“超能小
虎”成功缓解了中小学和幼儿园
老师家长的时间焦虑；博世科技
的机械手臂灵活抓娃娃，蓝思科
技的机械“蜘蛛手”灵巧下象棋，
通过“电子眼”快速计算拾取物件
的位置，精准度达到0.02毫米，在
0.75 米半径范围内可做任何动
作；100 平方米的中心舞台上，数
千吨重的盾构机招之即来，网红
重型大卡车挥之即去，巨型吊车
在大屏幕上被瞬间解构，电子建
模大大提高效能、节约成本，这是
全球领先的5G和VR技术的结晶
……在2020 长沙网络安全·智能

制造大会展示展览区，长沙企业
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让人叹
为观止。

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峰上
的奇思妙想和创造发明，尤其是
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5G、
机器人、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新
基建、信创产业等领域的新应用
和新产品，在这里可窥一斑。

本次大会，共有400余家企业
参加，线下参会观展超 5 万人次，
线上 8000 万人次观看大会网红
直播。

大会共有16场论坛及对接活
动，近百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发
表演讲。中电互联、蓝天智能、开
元仪器、碳谷新材料等企业就网
络安全和智能制造项目进行了多
场集中签约。参与报道的央媒、
省市媒体及行业媒体近百家。

长沙智能制造大会迄今已经
连续成功举办四届，成为智能制
造国际专业品牌盛会。历届大会
汇聚业界知名品牌同台竞技，前
沿新品争先亮相，展示智能制造
全产业链条。

业界认为，本届大会是践行
“打造三个高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发
展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是长沙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
举，是这座网红城市与国际国内
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长沙，正以实际行动擦亮先
进制造业这张“名片”。

这些年，长沙先进制造业蓬勃发
展，欣欣向荣。这得益于工业企业智
能化技术改造的显著成效，也离不开
众多企业在智能化产品上的不断突
破。

如在本次大会上亮相的长沙市衡
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
线缆缠绕机器人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及
技术封锁，是国内唯一实现全自动化
的高端设备产品。颠覆了焊丝生产行
业传统的人工加半自动化设备生产模
式，实现了精密层绕全流程的上盘、穿
丝、精密层绕、停机、剪断等自动化作
业，解放了人力，解决了行业痛点。

这家新锐企业成立于2016年，创
设当年即实现小额盈利。次年机器人
及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订单就突破1亿
元，再一年完成天使轮融资，而后一年
完成A轮融资。一年一大步，成为智
能制造在长沙快速发展的缩影。

一位嘉宾在大会开幕峰会上提

出，智能制造是“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的主攻方向，是落实制造强国战
略的重要举措。

目前，长沙智能制造已从推广阶
段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中小企业智能
转型加速推进，产品和服务盈利能力
显著增强；产品智能化进入起步阶段，
企业数字化能力显著提高。制造业在
长沙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超过40%，其
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超过50%。

参展企业启泰传感器就是一个鲜
活样板。其产品不但解决了工程机械
等产业关键零部件被国外企业“掐脖
子”难题，帮助本土工程机械等先进制
造产业加速实现完全国产化，而且其
产品本身就是智能制造的成果。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规模全国第
一，但液压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还长
期依赖进口。在启泰技术带头人王国
秋教授引领下，其自主研发的液压传
感器装配线今年已实现量产，可完全

解决长沙乃至全国工程机械产业的液
压传感器配套需求。

两位耄耋之年的科研人员不顾年
迈体衰，坚持来到大会现场看启泰传
感器的金属基压敏芯片样品，对科研
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其中一位吴老先生，从事金属基
压敏芯片研究三十余年，还师从过国
防科大一位权威教授。从吴老先生的
恩师，到吴老先生，再到启泰的王国秋
教授，小小的金属基压敏芯片整整“折
磨”了我国至少三代科学家。启泰的
成功，圆了我国该领域几代科学家的
一个梦。

启泰传感器的量产化，也融入了
长沙构筑“智造之城”的梦想，汇聚到
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之中！

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长沙市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全力打造“倾
力支持、立说立行、精心呵护”的新型
政商关系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智能制造
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极，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趋势：网络安全挑大梁

（本版图片均由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组委会提供）

现场：硬核科技放大招

应用：智能制造唱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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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用机器手臂夹娃娃用机器手臂夹娃娃。。
②②惠而特展位惠而特展位。。
③③电子鱼栩栩如生电子鱼栩栩如生，，几可乱真几可乱真。。
④④开启虚拟世界征程开启虚拟世界征程。。

长沙市5G产业促进会授牌仪式。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这次大会，将长沙再次在科技与产业汇聚的高光时刻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