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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没有方向
盘、制动踏板、驱动踏板的巴士你
见过吗？近期，一辆外型极具科技
感但又“圆润可爱”的L4级别无人
驾驶电动巴士———“阿波龙”，在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内亮相。“阿波龙” 是全球首款L4
级量产无人驾驶巴士， 由湖南阿
波罗智行联合百度在测试区投
放，被用于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的园区接驳工作。

车内共8个座位
续航里程100公里

“阿波龙” 车身长约4.3米,
宽约2米， 大面积的深色车窗配
上小小的车轮，十分可爱。除了
可爱，“阿波龙” 也极具科技感。
“阿波龙”车内共8个座位,核载
14人(含6个站位),车内没有驾
驶室，没有方向盘、制动踏板、驱
动踏板，采用纯电动动力,最高
时速40公里, 续航里程100公
里， 整车完全按照L4无人驾驶
级别的特点打造。

没有驾驶室， 没有方向盘、
制动踏板、驱动踏板的“阿波龙”
是如何在路上行驶的呢？ 据了
解，“阿波龙”应用了百度Apol-
lo�的多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
领先技术。 车身配备有激光雷
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单
目和双目摄像机。多传感器系统
为车辆提供了一双人类的眼睛，
能够实时识别道路条件，感知周
围环境。车辆移动过程中，传感
器捕获的所有信息数据进入车

载计算中心，这就像一个中枢神
经系统，包含了百度汽车大脑的
所有算法和软件，它让汽车完成
感知、决策、规划和控制车辆的
整个过程。“阿波龙”顶部的组合
导航系统，则结合百度高精地图
和高精度定位技术，为车辆提供
厘米级定位。

已正式“上岗”
试乘反馈很好

尽管没有方向盘，当紧急情
况发生时，依旧可以由安全员接
管“阿波龙”。“阿波龙”搭载冗余
与主计算单元的冗余计算能力，
用于对自动驾驶主系统进行监
控，其主要目的是在自动驾驶主
计算系统故障时，可以进行安全
接管。 安全员HMI辅助安全员
了解车辆的运行情况，保证车辆
随时处于控制之下。

聪明可爱又极具科技感的
“阿波龙”是百度全球领先的人工
智能全力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和商业化的明星产品之一。 阿波
龙的自动驾驶、安全可靠、智能变
速避让等特点， 非常适用于主题
公园、自然景区、机场车站、渡假
村、酒店以及工业、科技园区等低
速、封闭式场景的固定线路展示、
观光、商务通行等智能接驳服务。

据了解，4月1日起，“阿波
龙”已正式投入到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长沙）测试区的园区接驳
工作中，目前试乘反馈很好。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段知 李泽菊

本报4月8日讯 在南海超
2000米深水成功下钻231米……
北京时间4月7日23时左右， 湖南
科技大学领衔研发的我国首台“海
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
系统刷新了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
探深度。这一深海试验的成功，填补
了我国海底钻探深度大于100米，
具备保压取芯功能的深海海底钻
机装备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这一
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北京时间4月3日，“海牛Ⅱ
号” 搭载海洋地质二号科考船从
广州港口出发， 抵达目标工区并
开展深海作业联调联试。 海试作
业于7日上午6时左右进行，8时
30分，“海牛Ⅱ号” 成功坐底在水
深2060米的海底，在海底完成姿
态调平后， 进行了约15个小时的
目标层保压取芯钻探作业。

据悉，“海牛Ⅱ号” 海底大孔

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是我国重点
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
专项”课题，目标是研制作业水深
不小于2000米， 钻探深度不小于
200米， 保压成功率不小于60%，
可有效满足我国海底天然气水合
物（可燃冰）资源勘探的海底大孔
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海牛Ⅱ号”
钻机本体高7.6米，腰围10米，体重
12吨，水下重量10吨，是目前我国
水下重量最重的地质勘探科考设
备。它看似庞然大物，到了海底“海
牛Ⅱ号”就像一条泥鳅一样灵活。

“相比较于目前世界上深海
海底钻机海底100余米的最大钻
探深度，‘海牛Ⅱ号’ 本次海底目
标层保压取芯钻探深度达到231
米， 更是意义非凡。”“海牛Ⅱ号”
首席科学家万步炎教授告诉记
者，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海
底钻探深度大于200米的深海海

底钻机， 它采用全新的基于海底
钻机绳索取芯技术的水合物保压
取芯原理、保压取芯技术与工艺、
轻量化设计技术、以及海底复杂
地层智能钻进专家系统，使得钻
探效率、取芯质量、保压成功率
显著提高，钻机重量较国外同类
钻机大幅减少，水下收放作业难
度大幅降低， 这次深海试验的成
功， 意味着我国在该技术领域已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据了解， 万步炎和团队已经
把目光瞄向11000米水深的马里
亚纳海沟， 在这里每一个指甲壳
大小的面积将承受1吨的重量，力
争在未来几年内，实现11000米级
水深地质钻探取样， 为揭示海沟
扩张演化规律和独特的生态系统
及生命过程演化规律提供利器。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唐亚慧 李凌蕴

没有方向盘的无人驾驶巴士“上岗”
造型“软萌”又科技感十足，多传感器系统为其上路提供“眼睛”，能实现智能变速避让

根据 2021 年 4 月 8 日湖南凯
迪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1800 万元减至 6800 万元，现
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18075721645，联系人：聂姣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等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
单位应当公开征求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 兰郑长成品油管道长
沙支线（金霞经开区）迁改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迁建）。
建设单位：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
道有限责任公司长沙输油气分公司。
建设内容：新建输油管道约 4.6
km，涉及定向钻穿越 4处共 20
50m，不涉及阀室、站场、油罐，配
套阴极保护、防腐、通信、土建工
程，同时处理旧输油管道 3.8km。
项目总投资 5160 万元， 管道起
点为开福区沙坪街道茶子山公
园以南 150m， 终于开福区金霞
新村社区大吉冲水库以南（下
游）480m。
二、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及公众
反馈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管道沿
线村庄居民。 公众可通过联系建
设单位（15116453500）、评价单
位（18670332646）或以下网址查
询，填写公众意见表（http://ww
w.mee.gov.cn/xxgk2018/xxgk/xx
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自行下载）提交给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 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Q9F_
5d_sg2vY8Q7 -Mc5QQ， 提 取
码：dl15。本次公示时间自公布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
公示发布单位：国家管网集团北
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长沙输油
气分公司

兰郑长成品油管道长沙支线
（金霞经开区）迁改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清算公告
衡阳铭天化工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蔡铮，电话 13707341519

遗失声明
湖南吉跃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函
吴伟文：
依据 2021 年 03 月 31 日债权
转让合同， 我行已经将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2011）开民二
初字第 1598 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对你们的债权全部转让给长
沙市开福区天愚法律咨询服务
部（92430105MA4T47KY76）。
请你们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后
向长沙市开福区天愚法律咨询
服务部履行全部义务。 本债权
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同意
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霞支行

2021年 3月 31日

◆父：周亮，母：刘静，孩子周
子扬遗失出生证明，性别：男，
2015 年 2月 8日出生，出生证
号 P43007470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市优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91430600MA4M5L7R41）
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
由 10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
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付方，电话：13387303973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6090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杜芳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一段
969号长房半岛蓝湾馨苑 A8 栋、
A9栋 3104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200206631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2002
03868 号 、20200210048 号 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5 执 164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肖经明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百善台 175号第 005 栋 40
8号的房屋、相对应的产权证号
为：湘 (2017)长沙市不动产权
第 004775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5564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黄琛名下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一段
699 号恒大雅苑 76、77 栋 1907
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71617
9960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
屋编号为：516066877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4684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
执行人范家栋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劳动东路 821 号明昇时
代广场 04地块 4 栋 1202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 20190442545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李慧鹏遗失长沙理工大学毕
业证 ，证号 105361201006000
6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中南三村小区业主
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天伦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根
据 2021 年 4 月 6 日股东会决
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0 万元减至 18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柳定波
电话：13875752785 遗失声明

宜章县凯远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2M
A4QABD56B）遗失公司公章、
财务章、法人(谭先华)私章各
一枚，另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宜章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636000596801，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年 1 月 26 日涟源市
硕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 6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
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刘秀波
电话：13341388886

遗失声明
常德星源大药房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韩公渡店遗失常德市
鼎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27 日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3070302328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星源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草坪店遗失常德市鼎城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28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3
0703023330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执 4541 号
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黄金海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火炬城（C4 组
团）D 栋 405、406 的长国用
（2012） 第 038039号国土证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1632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龙杰武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
麓松路 459 号东方红小区长丰
19 栋 206 号房、编号为 201900
00828 号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2000年 万步炎和他的科
研团队开始研制深海海底钻机。

◆2003年 成功研制出我国
首台深海浅层岩芯取样钻机，并成功
在海底下钻0.7米， 钻获第一个岩芯
样品。

◆2010年 深海中深孔岩芯取
样钻机研制成功，海底钻探深度20米。

◆2012年 “海牛号”海底多
用途钻机项目正式启动。

◆2015年 “海牛号”在南海
3109米深处成功下钻57.5米，刷新我
国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纪录。

◆2017年 “海牛号”完成技
术升级，下钻达90米。

◆2021年 “海牛Ⅱ号”海底
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南海成
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
机钻探深度。

231米！“海牛Ⅱ号”刷新深海钻探世界纪录
由湖南科技大学领衔研发 可有效满足我国海底可燃冰勘探

二十一年磨一剑

“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 通讯员 供图

4 月 1 日
起， 全球首款
L4级量产无
人 驾 驶 巴 士

“阿波龙”已正
式投入到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测试区
的园区接驳工
作中。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