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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午间， 广药集团发
布消息称，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
源在出席《财富》国际科技头脑
风暴大会时宣布： 国家863计划
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可延长
寿命大约10%。广药网披露的信
息称，这一观点得到华大基因首
席执行官尹烨等嘉宾的点赞认
同及全场掌声。12月6日下午，华
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发布微
博称， 礼节性点头都被炒作，虽
然也喝王老吉，但不代表认可此
结论。（12月6日澎湃网）

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
因此在微博上调侃“以后参加论
坛别随便点头”。这事虽说因“点
头”而火，然而“喝王老吉可延长
寿命大约10%” 才是焦点所在，
虽说吹牛不用交税， 也不犯法，
但这种信口开河却充分体现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

妄与不负责任。
王老吉的广告语绝大多数

人都再熟悉不过———“怕上火就
喝王老吉”。“上火” 一词在现代
医学中其实不过是个模糊的概
念， 并不符合现代医学的严谨
性、科学性要求，原本只是针对
“上火” 这么一个本身就模糊不
清的概念而设立定位的保健饮
料，现在突然一跃成了“可延长
寿命”的“仙露”，真的令人瞠目
结舌。当然，相信的人肯定是没
有的，毕竟如华大基因首席执行
官尹烨在随后的回应中所说的，
“关于人类寿命延长是综合课
题，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单一因素
能形成如此显著的差异。”

王老吉在公开场合进行这
样的宣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3年和2016年都在不同的场
合表示过喝王老吉可以延长实

验动物的寿命，但由于没有公布
相应的研究数据和确凿证据，因
此没有引起太大社会反响。实际
上，王老吉的“喝王老吉可延长
动物寿命” 只是根据对576只老
鼠样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安全
性试验，实验过程中初步发现王
老吉凉茶实验组的大鼠存活率
优于对照品，显示王老吉凉茶具
有延长动物寿命的作用。鉴于科
学实验的专业性太强，因此在此
无法对此实验进行专业分析，但
就算可以延长实验动物寿命，也
不代表就可以延长人的寿命，更
何况王老吉一直没有公布实验
数据和论证过程，很容易让人怀
疑是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就像有
网友戏谑，“以此类推，吃谷物的
老鼠寿命比不吃谷物的老鼠寿
命要长，所以吃谷物能延寿。”

作为一种保健型饮品， 王老

吉其实挺受人们欢迎的， 但作为
一个有知名度的企业和一个企业
的负责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其中就包括了说话要负责任、
要有理有据。尽管广药集团是《财
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主办方
之一，给了钱有在会上发言的权利，
但不意味着可以想说啥就说啥。

随着舆论影响的扩大，此事
显然已经不再是“玩笑”能定义
的，因此对于这件事，监管部门
有必要介入，如系实情，应向消
费者公布“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
10%” 的相关实验数据， 如系假
话， 那么可定性为虚假广告，应
给予相应惩戒。同时还应将这种
利用论坛、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
行宣传产品的行为纳入到广告
范围之中，接受法规监管，以避
免离谱、夸张、虚假广告钻空子。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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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喝王老吉延长寿命10%”？ 你信吗

本报12月6日讯 在今天举
行的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
造峰会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
术与装备博览会上，共有14个重
大项目成功签约，计划总投资达
343亿元。其中，落户长沙经开区
的京东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项
目计划总投资达100亿元， 将打
造京东长沙军民融合研究院、京
东无人车 (长沙)产品开发中心，
备受各方关注。

记者注意到，当天签约的项
目包括计划投资100亿元的京东
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计划投资52

亿元的蓝思科技DITO触摸传感器
项目、计划投资50亿元的中电科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园等14个。

京东集团X事业部、 自动驾
驶研发部总经理杨廓表示，京东
无人车项目的首个基地是在北
京，长沙成为第二个基地，而之
所以选择落户长沙，是因为长沙
是智能装备制造中心，同时有很
好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非常
适合京东未来智能产业的发展。

记者查询得知， 今年6月18
日，京东无人车在中国人民大学
完成首单快递配送任务。这种无

人配送车通过提前规划好的路
线和激光感应系统，可以在行驶
过程中避让车辆和行人。京东通
过APP、手机短信等方式提前5分
钟通知下单用户货物送达的消
息，收货人输入提货码后，配送
车会自动开启仓门，这相当于一
个移动的智能货柜。

目前， 京东已经在人民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
校投放了无人配送车。“2018年春
节后， 京东无人车物流配送将有
望进驻长沙的高校。”杨廓透露。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黄姿

本报12月6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来到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参观正在这里举办的长沙国
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简称智博会）。他强调，要坚持
创新引领， 提质升级传统制造
业，培育壮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
造”加速迈进；要争办世界一流
品牌展会，着力打造中部会展高
地，以展会为媒，促进开放崛起。

省领导胡衡华、 谢建辉、张
剑飞一同参观。

本届智博会共吸引了西门
子、博世、中国电子等600余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
8.5万平方米， 全面展示全球智
能制造最新技术成果，搭建起国
际化、前沿化、市场化高端合作
平台，是我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工业展。开展2天来，观展人数
已超过5万人次。

长株潭衡城市群
装备制造业已成万亿产业

通过抢抓国家战略先行先
试的重大机遇，目前长株潭衡
城市群装备制造业已成为万
亿产业。杜家毫一行来到长株
潭衡“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
范城市群展区，了解相关建设
成果。长沙工业云平台以大数
据基础平台为载体，致力成为国
内领先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
供商；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通过对
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柔性制造技
改， 使多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实
现了共线生产； 三一重工通过
在工程机械设备上集成各类数
据传感器，搭建“云根”工地设
备物联管理平台， 使工作效率
提升了 25% 、 事故率降低了
85%、节约成本30%以上……一
路参观，杜家毫指出，湖南成功

举办智博会，预示着中部地区智
能制造正加速崛起。当前，随着
一大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优势
产业链逐步形成、“互联网+制
造”“物联网+制造”加速集聚、投
资环境不断优化，湖南加快推进
智能制造其时已至、 其势已成。
要坚持创新引领， 抢抓发展机
遇，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
合发展，积极引进、培育创新型
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不断提升
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加快建设现
代制造业基地，打造中国智能制
造示范引领区。要推动工业与金
融深度融合，加快创新型企业上
市步伐，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要把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加快运用
到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之中，不
断提高决策科学化、 管理精准
化、服务便利化水平。

及早谋划打造中国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来到户外展区，各类工程机
械产品在这里展出。杜家毫叮嘱
随行有关同志，要做好湖南工程
机械这篇“文章”，主动对接、及
早谋划打造中国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览会。同时，进一步放大我
省在装配式住宅、轨道交通、红色
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优势，着
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水准、 湖南
特色的品牌展会， 不断提升湖南
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响力。

杜家毫指出，会展经济是现
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认
真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
强与国内外知名会展企业对接
合作，一手抓场馆、周边基础设
施配套等“硬件”，一手抓精细化
管理、人性化服务等“软件”，不断
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中部地
区会展高地，引领带动全省现代
服务业加快发展。 ■记者 贺佳

杜家毫参观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湖南加快推进“智造”其势已成
第二届中国（长沙）
智能制造峰会开幕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上
午，第二届中国（长沙）智能制
造峰会暨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
术与装备博览会高峰论坛拉开
大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家工信
部副部长罗文致辞。

本届峰会以“不忘初心 智
造未来”为主题，围绕科技创新
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人才培养与引进、创建“中国制
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等重点
方向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充分
展示行业新动态、新成果、新经
验， 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高
端平台， 促成一批重大智能制
造项目签约。国家部委领导、两
院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国内
外智能制造领军企业代表等近
5000余名嘉宾出席。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智能制造峰会签下343亿元大单
京东百亿元无人车基地落户长沙经开区

12月6日，观众在参观装备博览会。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