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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

工研院将与大岭山镇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 建设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

华科东尼斩获“赢在东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松湖华科创业导师为民营企业寻找投融资破局之路持

【东莞日报】东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务中心年内有望揭牌



CONTENTS 目录
2014年10月刊

P1               封面故事

P2               热点关注

P4               工作进展

P5               松湖华科

P7               媒体聚焦

P10             文化茶座

P11             微言微语

                             工研院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

                                           

                                     工研院将与大岭山镇开展产学研合作 建设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

                                     常平镇党委黄庆辉书记到访工研院探讨物流科技平台合作

                                      华科东尼斩获“赢在东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松湖华科创业导师为民营企业寻找投融资破局之路

                                       东莞科技金融产业融合政策宣讲会在松湖华科举行                                               

                                                                                     

                                       【东莞日报】东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务中心年内有望揭牌

                                        经济日报】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工研院—拿来“青苹果” 育成“苹果林”

                                         所谓恩爱，就是好好说话                                                                

【

主办：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九路1号                    电话：0769-22891531

传真：0769-22891523                                                              邮编：523808

网址：www.hustmei.com                                                          

策划：邵新宇  张国军     主编：张国军   编辑指导：刘国祥        采编/版式：张俊慧

微信公众号：dg-hustmei



封面故事
OVER STORYC

工研院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

年的建设，实验室较好地完成建设计划任务书

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通过验收。专家组在充分肯定实验室建设期所

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还对实验室实现服务落

地，立足东莞制造业基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和进一步充实实验室公共平台重大设施等方面

提出了宝贵意见。

目前，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共有196家，广东

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是工研院建设的0月28日，广东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

东莞科技平台唯一一家省级重点实验室。经过工研院建设的东莞科技平台唯一一家1
两年建设，实验室在软硬件平台建设、技术攻省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

关、装备研发、技术服务、成果推广、人才培点实验室进行了验收。

养等方面开展了工作。建成了5500㎡的技术研本次验收会由广东省计算中心组织，省科

发与服务场地；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人才队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处长余亮出席会

伍，其中1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晋升议。中山大学麦堪成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郑学

教授，4人晋升副教授；培养了博士、硕士生仁教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贾明武

50多名；组建了数字化设计研究室、运动控制教授级高工，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赖静高级工

研究室、制造工艺研究室、精密检测研究室等程师，广东智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杨瑜注

4个研发平台，建设了工艺与装备集成实验中册会计师等5名技术专家与财务专家组成验收

心、几何测量实验中心、电子制造实验中心、专家组。实验室主任、工研院常务副院长张国

测控实验中心等4个实验平台。研发的数字化技军教授，实验室副主任黄禹教授等实验室学术

术应用于精密线切割机床、无模快速制造成型骨干及相关成员出席会议。会议由专家组组长

机、LED芯片检测及分选成套装备、高速木材复麦堪成主持。

合加工装备和全自动电脑横机等，并在模具制验收会上，专家组在认真听取了张国军教

造、电子制造装备、木工、毛纺等行业得到了授的建设验收报告后现场考察了实验室并与实

试用或推广。验室学术骨干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交流。经

过认真细致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经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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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热点关注
EWS FOCUS

工研院将与大岭山镇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

 建设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

0月22日，大岭山镇镇长严继宗带领1镇领导班子相关成员，三旧办、规划

所、招商办、科技办、实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人

等一行十余人莅临工研院考察，并与张国军常

务副院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商讨合作共

建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

严继宗一行参观考察了工研院及松湖华

科。张国军介绍了工研院建院历程，体制机

制，创新模式等情况，重点介绍了与镇街合作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自建院以来，工研

院利用自身优势并结合东莞镇街产业特色研发

出一系列高端装备，针对大岭山家具行业，研

发出了高效环保的木材复合加工中心，在厚街

建设了家具检测中心，为家具出口提供检测服

务。与此同时，工研院还积极探索孵化器的

“万达模式”，延展工研院技术平台的服务触

角，全面转移松湖华科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建设与运营经验。座谈中，张国军汇报了与大

岭山镇合作建设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的思

路。工研院将聚焦大岭山家具产业，通过建设

高端家具制造专业孵化器和科技创新中心，开

展科技创新、技术转移、产业孵化，以科技资

源提供为基础、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依

托，培育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优质家具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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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热点关注
EWS FOCUS

常平镇党委黄庆辉书记到访工研院

探讨物流科技平台合作
0月22日，在松山湖管委会主任殷焕 创新平台示范带动效应，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1明陪同下，东莞市常平镇镇委书记黄 展。

庆辉及镇领导班子一行13人参观考察了工研 黄庆辉一行还实地察看了工研院自主研发的

院，并与张国军常务副院长探讨物流科技平台 无模成形机、精密电火花加工装备、工业机器

合作。 人、全自动毛纺编织机等装备。

在工研院成果展示厅，张国军向殷焕明主

任、黄庆辉书记介绍了工研院运作机制、创新

模式、各项工作进展以及与东莞各个镇街合作

情况。自建院以来，工研院紧密结合东莞镇街

特色，研发出针对家具、纺织、模具、电子等

行业的十几类高端装备，替代了进口装备，促

进了企业转型升级。具体到常平镇，张国军介

绍说，一直以来，工研院与有“京九第一

镇”，“中国最佳物流名镇”美誉的常平镇有

着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工研院自主研发了我国

第一台RFID自动封装生产线，开发了应用于不

同领域的电子标签和读写器，并可以提供信息

采集、管理、服务等应用系统的解决方案。利

用上述物联网技术优势，工研院与常平镇合作

建设了智慧物流创新平台，助力常平镇打造智

慧物流产业园区，形成了基于物联网的现代物

流行业应用规范和标准，提升了传统物流产业

的综合技术水平。听完介绍之后，黄庆辉书记

表示，非常欢迎工研院与常平镇及镇内企业在

今后能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取得产业升级转型

更大的成绩。殷焕明主任也勉励工研院要把对

接镇街、服务企业的工作做好做实，发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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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工作进展
ORKS PROGRESS

华科东尼斩获

“赢在东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0月20日晚，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时数达6000小时以上，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1赛（广东·东莞赛区）暨2014年天安数 补了国内空白。项目获得评委及观察团成员的

码城杯赢在东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松山湖分赛 一致认可，最终斩获二等奖。

区决赛在松山湖控股大厦落下帷幕，工研院孵 “赢在东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自6月11日

化企业华科东尼勇夺二等奖。 正式启动以来，有173家企业报名，116家企业

华科东尼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准代表华 入围复赛，经过集中答辩、现场考察等环节，

科东尼参赛，他介绍了参赛项目LED芯片智能 有35家企业成功晋级半决赛，其中25家企业参

老化寿命测试仪研发与产业化情况，该产品首 与天安数码城赛区的半决赛角逐，另外的10家

创多工作区域恒温控制技术；恒定温度控制与 松山湖辖区内的企业参加松山湖分赛区的决

补偿技术、可供672颗LED灯同时进行测试； 赛。

6回路恒流恒压高精度电源设计，使其连续工作



S 松湖华科
OHOVARK

松湖华科创业导师为民营企业寻找投融资破局之路

民营企业融资难，困局如何破解？ 结合企业上市条件，以成功融资企业为案例，

10月23日下午，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以 分析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从做加法到做乘法、再

下简称“松湖华科”）“创业导师计划”活动 到做幂次方的几何级数增长。

第13期举行，邀请上海股交中心深圳地区孵化 在互动交流环节，企业针对自身的发展方

基地首席顾问、瑞银京华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顾 向以及融资的需求提出疑问，陈辟濠老师一一

问、ICMCI国际注册咨询师、中国企业联合会 做了解答，并邀请企业在活动后与他再做详细

计注册高级管理咨询顾问陈辟濠老师，就“民 探讨。

营企业投融资破局之路”作专题报告。松湖华 本次活动由松湖华科与东莞市华正知识产

科40多名在孵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 权有限公司、广东省车卫士信息科技有限公

活动中，陈辟濠老师以商品市场、资本市 司、东莞宏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旨

场及外汇市场的企业盈利情况为切入点，介绍 在为民营企业解答在投融资方面遇到的共性问

民营经济发展方式及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并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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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松湖华科
OHOVARK

东莞科技金融产业融合政策宣讲会在松湖华科举行

 10月14日，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举办了“创 6000万元的贷款贴息资金、每年2000万元的创

业导师计划”活动第12期，主要内容是“创新财 业投资机构风险补助资金，到2015年末将为东莞

政投入方式，推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政策宣 企业提供不少于20亿元规模的融资支持。例如符

讲”。松山湖高新区金融办主任洪丹主持活动， 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取得试点银行授信后最高可获

并解读东莞科技金融产业融合政策，东莞银行松 得70%的贴息，单个企业每年贴息最高可达

山湖科技支行介绍信贷产品。活动吸引松湖华科 100万元。

50多名在孵企业代表参加。 东莞银行松山湖科技支行信贷团队副团队长

活动中，洪丹向企业讲解了《东莞市创新财 王奇介绍了东莞银行松山湖科技支行，并针对小

政投入方式促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工作方案》的 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推介相关的信贷产品。

主要内容和要点。方案指出，通过市财政在“科 在交流互动环节，企业代表针对政策适用范

技东莞”工程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首期5000万元 围、银行信贷条件等提出了疑问，洪丹和东莞银

的种子基金、2亿元的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 行松山湖科技支行工作人员均一一做了解答，现

1000万元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每年 场气氛活跃。



工研院将发挥公共创新平台作用，打造机器人产业 除了瞄准庞大的市场外，工研院在机器人与智能制

集聚区 造领域的技术储备也是有目共睹。2010年5月，广东省运

发展机器人产业，松山湖的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也已 动控制与先进装备制造国际团队进驻工研院，由全球工

行动起来，这些平台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力机 业机器人领域的权威专家李泽湘带头，开展运动控制与

器人产业链高端环节，在这其中，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 先进制造装备研发工作，东莞也由此拉开了工业机器人

造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最具代表性。 的研发序幕。

据了解，依托自身在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工 除了李泽湘带领的创新团队外，张国军介绍，“工

研院正在打造一个东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 业机器人的关键技术有三大部分，一是传感器技术，二

务中心，依托该中心，工研院在未来三年将孵化机器人 是控制系统，三是伺服电机系统，李泽湘教授的创新团

与智能制造企业二十多家。通过发挥新型科研机构的平 队主要攻克运动控制技术，而电机学科则是华中科技大

台作用，致力于解决从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到实际大 学的强项。”

规模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机器人及智能制 正是借助华中科技大学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领

造技术转化成装备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域的雄厚实力，以及工研院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与

成立机器人服务中心 产业的沉淀和积累，工研院决定正式筹建“东莞市机器

自2007年建院以来，工研院已经成为松山湖乃至东 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务中心”，发挥新型科研机构

莞最具特色的科技创新、技术服务和产业孵化平台。在 的平台作用，致力于解决从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到实

产品研发方面，针对东莞优势产业的重大需求，自主研 际大规模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机器人及智

发了十几类、几十个系列的行业关键装备，为东莞产业 能制造技术转化成装备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解决行业“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装备制造领域，工研院已经具备了雄厚的技术实 张国军向记者介绍，目前，由工研院打造的东莞市

力，并在东莞积累了稳定的企业客户。在机器人与智能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务中心正在筹备中，预计

制造产业浪潮来临的背景下，工研院主动出击，决定凭 年内将正式揭牌成立。

借自身优势，紧紧抓住这轮产业发展机遇，打造机器人 对于这个服务中心的运作，张国军介绍，“我们会

与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 注册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由该单位牵头，然

数据显示，2013年珠三角地区工业机器人销量比 后注册一个公司，组建一个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整个中

2012年增长128.5%，增速是中国内陆地区的两倍多，工 心将实行专业化运作。”

研院常务副院长、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董事长张国军介

绍，“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企业对机器人的

需求量非常大，广阔的市场前景，成为工研院涉足机器

人的动力。”

张国军的设想是，该服务中心成立后，将会整合研

发技术资源，针对东莞不同行业开发不同的机器人与智

能装备，此前，工研院针对建材、家具、电子制造、模

具、毛纺、能源等行业的重大需求，自主研发了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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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服务中心

年内有望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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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关键装备，为涉足机器人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国军向记者介绍，“从东莞机器人目前的推广情

况来看，多数行业还没得到大范围应用，其中，技术与

产品如何实现统一，是工业机器人能否大范围推广的重

要因素，我们的中心成立后，就是要解决技术与产品这

个‘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推广中，机器人产业面临的另一个尴尬问题是，

如果只是针对行业某个环节进行开发，那么效果有限，

张国军介绍，“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工研院的计

划是，要将很多功能点集成起来，整合不同的系统集成

商，做行业整体解决方案，这样会实现非常大的突

破。”

在开拓市场方面，工研院的计划是，凭借此前在东

莞积累的丰富企业资源，在每个传统行业中找一个龙头

代表企业，使用工研院研发的设备对该企业进行整体改

造，改造成功后再向整个行业进行推广。

搭建专业投融资平台

张国军介绍，机器人应用服务中心成立后，经过专

业化的

效应，那么，到时还会打造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机器人体

验中心，到时，市民都可以进来参观，近距离感知东莞

机器人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权威说法

发展机器人产业 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优势

此前，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葆华曾指出，发

展机器人产业，一方面要以“机器换人”作为技术改造

的切入点，鼓励科技创新平台去帮助企业开展“机器换

人”的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市场来带动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把“机器换人”作为长期性项目，形成

多样化、有竞争的产业领域。

广东省运动控制与先进装备制造国际团队带头人、

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教授李泽湘表示，东莞作

为制造业基地具有庞大的用户群，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

十分迫切，松山湖有很多科研团队和平台，应发挥他们

的优势把国内机器人研发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吸引过

来，在东莞形成集聚效应，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探索

机器人更先进的技术和应用。

运作，预计会在未来三年自己创办十家机器人企 松山湖目前拥有10多个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松山湖

业，还将吸引十家企业进驻，也就是说，工研院在未来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松山湖将紧跟东莞市“机器换

三年内将会集聚起二十多家机器人企业，初步形成产业 人”计划，充分发挥松山湖科技创新平台和高校的资源

集聚效应。 优势，发现和提升机器人产业的商业价值，推动松山湖

机器人是一次性投入非常大的行业，为了缓解企业 成为机器人产业资源聚集地、知识密集地、人才高地及

的压力，工研院还将搭建专业投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 资本活跃地。

联手为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助力工业机器人的市

场推广。

张国军还透露，机器

人应用服务中心还将与其

他机构合作成立基金公

司，推荐并协助机器人企

业疏通融资、担保、投资

渠道，并将积极引入专业

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满足

机器人企业的融资需求。

按照张国军的设想，

在未来，如果工研院初步

形成了机器人产业的集群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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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新型研发机构中有一个著名的“苹果 形成了全方位研发和产业化体系，从而使单个“红

理论”，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被认为 苹果”转变为物联网产业的“苹果树”，形成规模

是诠释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 效应。

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邵新宇说，高校科研 从2007年成立以来，由东莞市政府、广东省科

成果被称为“青苹果”，好看不好吃。对企业来 技厅和华中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的工研院就一直践行

讲，技术成果不仅要求高性能，还需要有高可靠 着“苹果理论”，已经把数十个“青苹果”培育成

性、高性价比，成长为好看又好吃的“红苹果”。 深受企业喜爱的“红苹果”，并通过自主研发成果

同时，还需要发展系列化、多元化产品，形成“苹 转化创办了19家企业，孵化80余家企业，形成了一

果树”。一系列科研成果不断得到转化，就逐步形 片茂盛的“苹果林”。

成一片“苹果林”。 张国军告诉记者，工研院能够迅速且成批量地

“青苹果”怎样走出实验室、变成货架上的 实现成果转化，得益于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种种优

“红苹果”？工研院常务副院长张国军讲了一个故 势——它是“三无产品”，无级别、无编制、无运

事。在广交会上，有一款备受青睐的智能机器人产 行经费；它又是“三有产品”，有政府支持、有市

品“易步车”，它的雏形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的小 场化机制、有盈利能力。这使它能够抛开束缚，大

发明。工研院为该项目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科研团 胆探索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融合的创新之

队，经过两年攻关，“青苹果”终于成熟，一位希 路。张国军说，目前，工研院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望从传统模具行业转型的东莞老板看中了这个“红 投资兴建了43000平方米的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

苹果”，出资500万元与工研院一起成立了易步机 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下一步，工研

器人公司。“易步车”2011年开始量产，至今已形 院将探索新型的孵化器运营模式，打造“孵化器的

成3亿元以上产值，产品在全球80多个国家销售。 孵化器”，帮助更多“青苹果”长成“苹果林”，

“红苹果”又如何形成“苹果树”？拿华中科 助力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发展。 

技大学的一项国家“863”重大专项成果——

RFID全自动封装生产线的样机来说，工研院将这个

“青苹果”开发成为“红苹果”，在珠三角企业投

入使用后，又结合广东省发展物联网产业的需求，

自主开发了电子标签、超高频读写器等核心产品，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工研院

                      ——拿来“青苹果” 育成“苹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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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恩爱，就是好好说话

早起上班，身后有对中年夫妇和我一路，一直听到他们在细 识。这里的“包子”可以换成任意替换成饺 子、馒头、面条子，这

细碎碎的聊天，很有趣。 不重要，反正就是什么都得听她的，她还不明示，让他自己猜。猜

男：“一会吃包子吧，好不好？” 不对了就不高兴，你让她先说她还没说意见。总之很头疼，很伤害

女：“好啊。” 感情。

男：“吃肉的还是素的？” 我还在包子铺我听过这样的对话，

女：“肉的吧，肉的好吃。” 女：“吃包子吧？”

男：“那就要两个肉的，素的想吃吗？” 男：“到包子铺不吃包子吃什么啊？”

女：“也有点想吃，你想吗？” 女：“吃肉的行吗？”

男：“我也想，一会我先去占座，你去买包子。” 男：“不知道天热少吃肉馅啊，不新鲜，没常识。”

就是这些琐碎的再也不能琐碎的事，但两个人说得津津有 女：“那就吃素的。”

味，有商有量，不急不躁。东北人很少有这么温柔的语气，这里 男：“别墨迹了，快点，都快迟到了，没点时间观念。”

地广人稀，人们习惯了粗声大气，稍微语气重点就像吵架，多聊 看看，每句话后面都跟着疑问、指责、批判，两个人最终耷拉

几句难免扰民。 着脸吃完这顿饭。他们的负能量太强大了，强大到我连路过他们身

我不禁回头看，真的是扔到人堆里找不到的两个普通人，模 边都踮着脚尖，轻轻溜走，唯恐引爆这压抑到极点的气场。

样普通，衣着普通，但面色平和，笑容绽放。两个人没有挽手， 任何小细节都能变成大伤害，只要两个人都存了一颗互相不耐

只是头颈相靠，暗藏属于中年人的那一点缠绵。 烦的心。

或许我有点武断，我觉得凭他们的交谈方式，他们一定是一 任何小细节也都能暴露大恩爱，因为唯有被感情浸透了整个生

对恩爱夫妻。虽然我只看到了有关他们生活的最简单的一个断 活，才可能会有每一刻的心平气和。

面，但这个断面所蕴含的意义和所具有的象征 却叫人不能忽视。 两口子经年累月的生活在一起，什么是爱，已经说不清楚。怎

我有个表姨，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说话就是这样，他说什么， 么才算最爱，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表现形态，不能一概而论。但快

她都觉得好，有道理，她要做什么，他都支持，就算有不同意 乐和幸福却是能够感知的，是温情还是 冷酷，需要从每天、每一次

见，也是商量着来。 听他们说话，有一种温润的松弛感。不像我 交谈、每一件小事中细细来体会。多年后回首，我们能够记住的，

爹和我娘说话，身为旁观者都要替他们捏一把汗，因为你不知道 只是那么一个个片段，正是这些片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

他们什么时候会吵起来。他们讲话永远不投机，你往东我 往西这 刘震云说过：人生在世说白了也就是和七八个人打交道，把这

七八个人摆平了，你的生活就会好过起来。种都是小CASE，动不动就翻扯出陈年旧账互相指责才是常态，此

夫妻关系也是如此，无需将爱总是挂在嘴边，只要把所有的细种婚姻也不是不能长久，但要说质量多高绝对谈不上。

节都摆平，比如一天三顿吃什么饭，放假是看电影还是看录像，到可能有人觉得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小事，谈得来算不得什么。

底是早起散步还是晚上遛弯这些小事，大家都能做到夫妻同心，有可如果换一种心态来交谈，就算这样的小事都可能跑偏。

商有量，那么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对恩爱夫妻。比如这样

有一年我去大连旅游，在一处景点排队，大家都很疲倦了，有男：“一会吃包子，行吗？”

位中年女子将头靠在老公身上，老公的手温柔的护着她，脸上却一女：“就知道吃包子，吃包子，你不能换个花样吗？”

片淡漠，不像面前另外一对恩爱的小情人，搂着抱着，从表情到肢男：“那你说吃什么，每次都让我说，说了你还不同意。”

体语言都腻腻歪歪，如胶似漆。女：“你是我老公，连我爱吃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

但我更喜欢前者的状态，感情已经走过热烈燃烧的阶段，却没的？”

有变成一滩灰烬，而是在平淡的表面下暗藏温度。在难过的时候、男：“那我爱吃什么你知道吗，凭什么每次都得依着你？”

疲倦的时候我要抱着你，你需要的时候我总是在你身边，生活的所以上对话可不是虚构，而是我的一位亲戚和老婆的真实生活

有细节都并非出于展现情感的需要，而变成了一种本能。场景。他和我抱怨，他们之间经常连最简单的吃饭都很难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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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的工业数字化】未来制造，什 【福建平潭成立“马上办”办公室 审批仅

么样的人才最受欢迎？由数字化催生的制造业 需百日】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日前成立“马上

变革，一波新兴的职位即将诞生。他们是①机 办”办公室。一个项目前期审批过去往往要跑多

械电子工程师，懂机械、IT和云技术；②首席 个部门，盖一堆公章才能完成。如今只要“马上

数据官（CDO)，大数据专家；③灰领工人，编 办”帮你跑，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项目前期审批

得了程，修得了机器。 手续。经测算，综合审批时间从过去的256天压

缩到100天左右。

【我国在建机器人工厂逾30个 国产机器

人抢占市场】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 【每天负责吃水果 年薪可拿30万？】29日

主任曲道奎表示，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我 下午，一场招聘会在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举

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目前国内 行，招聘方急招"水果检鲜员"4名：每天负责吃

在建机器人工厂超过30个，未来10年是国产机 刚摘下的水果，检测是否新鲜到可以发货；会发

器人黄金发展期。机器人+互联网的数字化生 微博微信直播工作情况；经常坐飞机出差下乡…

产方式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 然后，年薪30万元以上！不过，该岗位只招女

生。

【QQ布局连接生活 五大能力全面开放】

10月31日，在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连接·生 【北大发布"屌丝生存状况报告"】你是屌丝

活分论坛上，腾讯公司副总裁殷宇提出QQ将 吗？你已存够了 10 万元吗？你全额出资为自己

开放沟通、社交、平台、支付、硬件五大能 买房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恭喜你，你已经

力，打造QQ 24小时生活圈战略，QQ开放的 不是屌丝了。男屌丝一般在 21-25 岁；女屌丝

不仅仅是入口，而是要让商家和用户之间发生 在 26-30 岁；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外

关系。 出打拼，还没找到另一半，平均月入 2917.7 

元。

【美前防长自曝访华宴会上怕被灌醉 暗中

以水代酒】美国前防长帕内塔在新书中披露访 【外媒：手机成为最受朝鲜年轻人欢迎求婚

问北京时的趣事。对于中国用茅台招待贵宾这 礼物】据外媒报道，在朝鲜中小城市，最受年轻

一老规矩，帕内塔想方设法逃避，在一次解放 人欢迎的求婚礼物是手机，求婚戒指退居第二

军宴席暗自以水代酒。他表示：“每个人都挨 位。年轻女性如果携带手机，就被认为是已婚或

个敬酒，一杯接着一杯，没几杯你就会意识到 是有男朋友。朝鲜手机价格为200至400美元，不

自己身体就有点摇晃。” 能上网、不能打国际电话。



创新是立足之本

       创造是生存之道

              创业是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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