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5日讯 坐在舒
适的空调房内， 工程师远程
操控天车磁盘， 便可将废钢
区内的废钢吸起，运送到指
定区域， 进行废钢煤炉重
造； 只要戴上AR智能双目
眼镜，远在德国、奥地利技
术专家，便能远程指导现场
设备装配……今日， 三湘都
市报记者走进由华菱湘钢、
湖南移动和华为公司共同打
造的全国首家5G智慧工厂，
体验“5G+智慧工厂”升级下
的黑科技。

华菱湘钢的五米宽厚板
厂是湖南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双百”工程项目，也是
华菱湘钢首个进行“5G+”改
造的厂房。“该厂已完成天车
远程控制、 基于5G机器视觉
的OCR编码识别系统、5G自
动加渣机器人共3项改造。”
厂长刘吉文介绍，由“操控端
+5G网络+天车”组成的智慧
天车， 可让工程师坐在远程
操控椅上操控炼钢区废钢跨
天车， 下达更精准的动作指
令，进行卸车、吊运装槽、配
合检修等作业。

截至目前，华菱湘钢已
建成152个5G基站，厂区有
良好的5G专网覆盖， 通过
“5G+智慧工厂” 改造，华
菱湘钢整体生产效率已提
升30% 。 随着十大应用场
景的推进和深入， 华菱湘
钢还将增强厂区内5G基站
的深度覆盖， 加强边缘计
算与AI能力整合， 进一步
推动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
的深度融合。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陈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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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当天上午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长沙市关
于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
范的指导意见（试行）》为进
一步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由测
试向应用迈进、 支持企业探
索商业化落地的路径提供了
良好支撑。

《指导意见》详细介绍了
载人示范项目、 载物示范项
目、 智能环卫示范项目三类
应用示范与运营示范场景，
明确了示范范围及各类示范
项目和试运营项目的申请条
件，界定了试运营的性质，明
确了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
持企业合法合规地进行运营
探索。同时，还对应用示范和
试运营的申请程序、 事故及

交通违法处理的基本原则、四
种示范终止的情形和联席小组
工作机制进行了明确。

为了支持《指导意见》得到
更好实施，长沙市还同步发布了
《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及示
范区域拓展方案》， 在原有157
公里城市开放测试道路范围基
础上，开放路网进一步扩充里程
合计约18公里， 同时新增了橘
子洲景区、洋湖湿地公园、金霞
物流园等典型场景示范区域。

根据《指导意见》和相关企
业的申请， 长沙向负责运营百
度Robotaxi项目的湖南阿波
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发放了
《智能网联汽车试运营通知
书》，允许阿波罗智行公司凭原
有道路测试牌照启动试运营。

“小儿子在工厂上班一年工
钱2万多元， 茶园采摘茶叶卖了1
万多元，年底还有村上的分红。”9
月14日， 安化县柘溪镇梨坪村建
档立卡贫困村民林楚岩给记者细
算他家今年的收入账。

“以前种茶叶和打零工，全家
年收入也就万把块钱。”林楚岩笑
着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
小儿子林国治在村里工厂上班，
大儿子在外打零工， 老两口打理
的茶园也有人兜底收购，“现在多
了3份钱，‘穷帽子’ 不愁摘不掉，
生活更有奔头了。”

3企业进村助力拔“穷根”

梨坪村，四面环山，且山高坡
陡、耕地少，基础设施落后，主要
靠茶叶种植和经商务工养家，是
一个贫困村， 也是没有集体经济
收入的“空壳村”，村民人均年纯
收入仅2800元。在梨坪村，像林
楚岩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34
户117人，占全村总人口20%。

无产业、少资金、缺技术，常
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2018年，
由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益
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国网柘溪
水电厂3个单位选派干部组成的
扶贫工作队驻村， 在了解梨坪村
致贫的“穷根”后，决定引进产业，
在村里办“工业园”。

2018年， 工作队利用产业帮
扶资金120余万元，建设了梨坪村
茶叶加工厂，成为“工业园”第一座
厂房。“村里茶农的茶叶有保底收
购价，为贫困户提供了岗位，还为

村集体每年创造4万元收入，用这笔
收入， 村里每年定向为贫困户分红
500元每户。” 驻梨坪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徐旋和说。

“工业园”陆续引进两家食品加
工企业。 投资500万元建成的安化
农加友特产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加
工腊制品，二期厂房建成后，预计年
产值可达5000万元； 投资530万元
成立的安化幺妹菜有限公司，以“公
司+贫困户”模式，生产加工洋姜、
竹笋、火焙鱼等产品，全面投产后，
预计可年创产值3000万元。

村民一年多挣3份钱

站在“工业园”里，徐旋和说，像
林国治一样在家门口工厂上班的贫
困户有30余人， 他们一年能多挣3
份钱，采茶有保底收入，每户每年有
上万元收入；到工厂上班，每人每月
工资2000至3000元；贫困户们的扶
贫资金入股到3家加工厂，每年按比
例获得分红。 工作队还引导和鼓励
未进厂的贫困户开展蔬菜专业种
植、家庭养殖、民宿经营等，走上一
条与其他村不同的致富路。

“如今村民钱袋子慢慢鼓起来
了，村集体年收入达到10万元，贫困
户人均年纯收入突破了8000元，其
中有8户贫困户年收入超10万元。”

“青山美、绿水欢，梨坪展现新
面貌；村庄美、农家富，村民过上好
日子。”贫困户林义晚家新房外的这
副对联，真实反映了梨坪村的变化。

“打造产业扶贫项目， 建立扶贫
长效机制， 才能让脱贫户不再返贫。”
徐旋和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接下来，
梨坪村将继续巩固扶贫成果，把产业
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
等结合起来，确保脱贫户不返贫，使扶
贫措施“接地气”、脱贫有“底气”。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杨洁规
科教新报记者 董以良

发布4个文件，并发放全国首批试运营示范通知书和无驾驶人测试通知书

长沙加速打造“智能驾驶第一城”
9月15日上午，长沙市发布了《长沙市关于推进

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的指导意见(试行)》、《长沙市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及示范区域拓展方案》、《长沙市
智能网联汽车无驾驶人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规程-乘
用车版》、《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无驾驶人测试道路
选线方案》等4个文件，并基于严格的技术评估和专
家论证， 向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发放了全
国首批试运营示范通知书和无驾驶人测试通知书，
这标志着长沙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应用示范
领域再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今年6月，长沙市修订出
台了《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V3.0》， 最新实施细则规
定了无驾驶人自动驾驶测试
等相关内容。 为指导无驾驶
人自动驾驶车辆开放道路测
试的开展， 长沙当天再次发
布了《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
无驾驶人自动驾驶功能测试
规程-乘用车版》和《长沙市
智能网联汽车无驾驶人测试
道路选线方案》。

记者注意到， 无驾驶人
测试规程对测试性质进行了
界定， 无驾驶人不是无安全
员测试， 车内非驾驶位仍需
配置能够进行车辆制动操作
的安全员， 并配置可远程接
管车辆的安全员。 申请无驾
驶人测试的车辆除了需通过
所有原有自动驾驶功能评估
测试项目以外， 还需要通过
预碰撞、 功能安全以及远程
脱困等三类测试， 以上三类
测试的测试场景主要来源于
国内外交通事故数据库、标
准法规测试场景以及自动驾
驶车辆道路测试接管频率高
的典型场景， 有利于对车辆
智能化程度、安全性、可靠性
进行更充分的判断。

记者了解到， 国家智能
网联（长沙）测试区已建成了
全国第一个无驾驶人自动驾
驶测试场地， 可以对无驾驶

人的自动驾驶车辆的技术可靠
性进行更加充分的验证。

根据测试道路选线方案，
长沙市计划在175公里城市道
路和封闭测试区开展无驾驶人
测试。 基于安全优先和以需求
为导向等原则， 无驾驶人测试
区域将分期开放， 首期确定了
14.9公里测试道路和9500平方
米的封闭测试场地。

根据相关测试规程、 企业
前期测试情况以及专家的综合
评审结果， 长沙此次还为阿波
罗智行公司运营的2辆百度
Robotaxi发放了《智能网联汽
车无驾驶人测试通知书》，允许
阿波罗智行公司凭现有道路测
试牌照启动无驾驶人测试。

长沙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战略”的引领下，长沙市将围绕
“三智一芯” 战略布局精准发
力， 牢牢抓住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这个发展契机， 不断完善顶
层设计和配套政策， 搭建更加
丰富的测试和应用场景， 建立
健全监管体系和支撑体系，持
之以恒的支持企业通过研发创
新实现技术突破， 支持企业通
过运营示范探索商业落地路
径， 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
展不断推向纵深， 为行业发展
贡献“长沙力量”，打造“长沙样
板”，全面推进“智能驾驶第一
城”的建设。

■记者 李成辉

新增典型场景示范区，推动探索商业化落地

支持无驾驶人测试，打通自动驾驶最后一公里

戴上AR眼镜
外籍专家远程指导
5G智慧工厂
亮相华菱湘钢

山村办起工业园
贫困户多了3份收入

9月 14日，安
化县柘溪镇梨坪村
农加友特产有限公
司扶贫车间， 技术
人员在熏制腊肉。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