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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什么？

配有机械臂的机器人会
做什么？围观的旅客发出这样
的疑问，想试一试机器人的本

领，便把手中的易拉罐扔在了
机器人的前方。就在易拉罐落
地的同时，机器人捕捉到了这
个出现在视野的垃圾，开始向
落地的易拉罐移动，随后站

定，伸出机械臂，抓起了易拉
罐投入到后部的垃圾箱。“整
个过程不拖泥带水，真是长了
见识！”看到机器人完成考验，
旅客们纷纷点赞。

“小家伙虽然是第一天加
入班组，但大家都对它刮目相
看，也充满信心。”说起新加入
的成员，现场环卫工人这样说
道。在他们看来，城市管养机
器人身板比普通人要“硬朗”
得多，不怕风吹日晒、刮风下
雨，能够不知疲倦坚守一线，
最大限度减轻基层环卫工人
的工作负荷，将成为他们最大
的“帮手”和最亲密的“伙伴”。

“郑州造”

记者了解到，此次投用的
城市管养机器人并非“舶来
品”，而是实打实的“郑州造”，
由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对于这家
总部位于中原科技城，距离高
铁东站不到5公里的综合型高
科技企业来说，成立短短不到
1年时间，推出的这款产品惊

艳十足，也足够实用。
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林
杰告诉记者，城市管养机器人
所有算法全部自主开发，整机
零部件全部为国产。这款机器
人整合了多项先进技术于一
体，车身配备的可变形麦克纳
姆轮大幅提高了机器人的通
过性，在平地、台阶、陡坡等地
形均可通过。机器人配备的

“云脑”可使相关人员在“云端
系统”中了解整个清洁过程和
数据，遇到紧急情况还可远程
控制操作。

除了环卫工人们称赞的
“不知疲倦”，智能化、智慧化
是这款城市管养机器人最大
特征。“充满电，这款机器人可
以不知疲惫地跑够8小时。”林
杰说，利用机器视觉技术，机
器人可以准确识别出现在它
视野中的到底是该清理的垃
圾还是行人的双脚。在规定范
围内，机器人可以像“环卫工
人”一样自主行走，不需要提
前设定线路。通过一系列算法
它还可以“聪明”地知道，在哪

块区域垃圾经常出现，它就会
增加在该区域的巡逻次数。

陆续启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原动力”之所以在此款机
器人中增加如此多的智能功
能，其目的主要在于随着后续
的不断“升级”，机器人能够真
正替代环卫工人完成条件繁
重的保洁工作。目前，郑州东
站西广场共有保洁人员24名，
随着保洁机器人陆续启用，可
以替代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大
大减轻环卫工人的负担。

目前，中原科技城内聚集
了近百家像“中原动力”这样
的高科技企业，相信随着众多
高科技创新企业的落地、高水
平人才的聚集，必将加快实现
郑东新区由“以城带产”向“以
产促城”转变，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科技支撑，在加快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加快形成更高
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
极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郑州造”城市管养机器人亮相高铁站
这是全国首例，可准确识别出视野中的到底是该清理的垃圾还是行人的双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冲 通讯员 李盼 任雨萱 文图

天气转寒，郑州高铁东站依然是人流如织的繁
忙景象。今天上午，在郑州东站西广场，一部灰白相
间外壳、富有科技感造型的机器人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熙熙攘攘的人流停下脚步，人们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这部“网红机器人”全程作业。这也是全国首个
在高铁站投用城市管养机器人的“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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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临街旺铺招租
平顶山中兴路1－2层空房招租
2400平米18237515678

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18937435829

招聘

●小时工35招代理15036024718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资13523479560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公告

● 公告

河南隆源汽车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决定注销：河南隆源汽

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郑州金

水路营业部（注册号码4101
92000123080），河南隆源

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郑州

农业路营业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MA40NW
MM7T）。特此公告。

●新乡市金荣贸易有限公司

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

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注销公告:河南豫之敞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81MA47KAQL4L)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河南康辉国际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
200345024358X)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有关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河南郑东天道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福克斯轿车

合格证，合格证号：WDV14
0220148186，车辆型号：CA
F7158A6G4，发动机号：L
A522316，车架号：LVSH
CFAU0LE044637，车身颜

色：雅韵白，声明作废。

●本人宋宝帅不慎将由河南正

商新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
年8月23日开具的书香华府购

房收据（票据号码:4020827,金
额:51556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企叮咚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10072759001，账号：

1702021409200005323,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农业路支行,声明作废。

●王晶（原名：王晶晶）遗失

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软件学

院毕业证，证书编号：11653
1200906000979，声明作废。

●刘俊岭，武警警官证，号码：武

字第0193526号，遗失作废。

●张燚钦(41132919880210221
3)材料员证书遗失，编号41
151111600094，特此声明。

●本人刘伟丽不慎将由河南正

商新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
年6月20日开具的书香华府

房款收据(编号:4016156,金
额:58192元)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

旗屯乡马营村民委员会遗失

2018年颁发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

旗屯乡马营村民委员会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30002731001，声明作废。

●张军飞.张玲芳遗失河南中城

世家置业有限公司开具凯旋

城38号楼8层2804室购房收

据遗失,号3474800金额6490
00元(相关费用收据号14953
42金额19458元),声明作废。

●本人李超（身份证号：4114
03198610226619），丢失

河南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维修基金收据一张，

收据号码：7028428，金额：

5862元，日期：2019年10月
21日，声明作废。由此收据

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与河南一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内乡县洛嘉永盛老年三轮摩

托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325601011266)遗失作废。

●林州市神创汽车部件厂因预

留印鉴章中的负责人（李如

平）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龙安区好鲜生果蔬超

市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代码92
410506MA45EX2F0H声明作废

●宋鲁军不慎遗失郑州铁路技

师学院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毕

业证，证书编号4100612013
200000053，声明作废。

●本人李艳玲不慎将由郑州市

金马凯旋家居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开具

的7号楼3187号铺位收据（票

据号码:2494835，金额:2016
元）丢失，声明作废。

●固始县福海木业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编号4115300008344，
声明作废。

●鹤壁市福祥苑清洁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106910000009
79，声明作废。

●郑州彤润牡丹种植农业专业

合作社，不慎将财务专用章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省赵口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

造项目2014年度追加(调整)
工程施工Ⅰ标项目部章(编号:
4101055193505),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原名:
河南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河南省赵口灌区2015年
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施工Ⅶ标段项目部章(编号:41
01055182075)，特此声明作废。

●王萌萌遗失护士资格证(编号

2017141010110011)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艾斯特酒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
103600993585,声明作废。

●温县通远运输有限公司名下

的车牌号豫H6W26挂车行驶

证于2020年11月16日在郑州

市丢失，声明作废。

●栾川县狮子庙恒创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贾小萍)声明作废。

●李华丢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编号:C410801177211，
坐落于社旗县下洼镇山口村

白庄南坡，豫社林证字（2010）
第0008号，声明作废。

●郑州焱龙厨具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任利利遗失导游资格证书,编
号DZG2014HEN12412特此声明。

在郑州高铁东站投用的城市管养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