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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长沙城市
未来怎么规划？ 3月31日上午，
一份关于长沙城市规划建设的
建议汇总报告， 递到了长沙市
城乡规划局局长冯意刚手中。

这份建言报告，来自400多
名中小学青少年代表们， 他们
都是长沙市的“小主人”。2018
年1月底开始，他们通过“发现
星城·未来建设者对话未来星
城”实践活动，在环保、交通、城
市治理、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实
地实践，随后又提出期待。

3月31日上午，长沙市城乡
规划局局长冯意刚等相关负责
人， 与20名青少年代表展开了
面对面对话和座谈。

来自育英学校的谢运兴
说：“我在育英学校上学， 也住
在附近。 我家附近有3所学校，
但是周末我们想去找个地方打
球运动，却找不到，只好回家看
电视。 于是我周边像我这样的

‘小眼镜’越来越多。”
冯意刚局长回应说：“长沙

正完善‘15分钟生活圈’，接下
来我们一起调查、去找一找，你
生活的周边有哪个场地， 可以
用来满足孩子们的运动需求。”

“我们这么小，我们的建议
和想法， 真的能得到您和大人
们的重视？”新华小记者周彦彤
直言心中的疑惑。“肯定会的。”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王慧
芳给出坚定的回答。

“这是‘发现星城’实践活
动的第一期建言成果。”王慧芳
介绍说， 在长沙市创建世界儿
童友好型城市之际， 发起组织
“发现星城”活动，就是为了共
同建设有温度的城市。接下来，
“发现星城”仍将带领长沙的青
少年深入实践， 关注来自孩子
视角的建言和期待。

■记者 李琪 叶子君
实习生 欧阳诗怡

本报4月1日讯 又到了小
学新生招生季， 家长们最关心
的莫过于孩子可以在哪个学校
上学。今天，长沙市教育局公布
2018年长沙城区公办小学学区
范围及覆盖具体楼盘信息（具
体可扫二维码查阅）。 据悉，长
沙城区公办小学学区划分由区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有关
学区划分问题以区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解释为准。

按相对就近原则安排

长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根
据区域内教育规划布局、 历史
沿革、办学规模、周边生源和交
通状况等因素，相对就近、合理
划分每所小学的学区范围，报
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汇总公
告。个别学区由于生源增长导
致容量不够，不能完全接纳本
学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
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生源
排序和相对就近的原则统筹
安排。通常来说，城区公办小
学学区划分保持相对稳定，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生源
和学校动态变化情况每学年
度作适当调整。 行业办子弟小
学资产为国有性质， 本次一并
公告； 子弟小学主要招收其举

办单位职工子女。

报名系统已开通

提醒广大要报名的家长，
“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
系统” 网上报名自4月1日起正
式开通，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15
日。凡“适龄儿童系长沙市本地
户籍或其法定监护人在长沙永
久居住（拥有固定房产）需入读
小学一年级”或者“符合条件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入读
小学一年级” 都需要登录该报
名系统，录入相关信息。报名系
统已经按照2018年长沙市城区
小学学区划分和配套入学有关
信息进行更新， 家长可根据今
年学区划分情况， 在报名截止
日之前及时核对和完善报名信
息。 报名时应确保所填报信息
的真实、准确，如有虚假内容，
造成孩子无法正常入学， 由监
护人自己负责。

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系
统报名顺序与入学先后次序无
关，建议家长根据“报名系统”
中的注意事项和操作指南，按
照步骤，错峰登录操作。遇到问
题家长无需焦虑，如有疑问，请
查阅操作指南或咨询报名学校
和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金琪

长沙公布2018年城区小学学区范围 网上报名系统已正式开通，建议错峰登录操作

快来看看你家孩子能上哪所小学

对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及入
学政策有疑问的， 请咨询芙蓉区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电话：0731-84683247）、天心区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电话：0731-81830202）、岳麓
区 教 育 局 基 础 教 育 科 （电 话 ：
0731-88999489）、 开福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电话：0731-82528880）、 雨花区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电话：0731-85880323）和高新区教育
局教育处（电话：0731-88096978）以及长沙市
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电话：0731-84899710）。

提醒 有疑问可拨相应电话咨询

长沙未来咋建？“小主人”们提设想

本报4月1日讯 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决定从4月1日起至7月9日在
全省开展为期一百天的农村道路交
通秩序百日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以农村群众出行集中
的国省道、县乡道为重点整治道路；
以庙会、赶集、赶圩、民俗活动期间
为重点整治时段；以摩托车、短途客
车、 校车、 面包车以及低速载货汽
车、 三轮车、 拖拉机为重点整治车
辆；以未戴头盔、超员载客、违法载
人、人货混装、无牌无证、酒后驾驶、
醉酒驾驶为重点整治违法。

集中整治客运车辆交通违法，
对公路客运车辆超员载客， 要严格
进行处罚， 不消除违法行为坚决不
放行；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要依法处罚到位。 要综合
采取定点测速、流动测速等手段，严
查客车超速违法行为。 要联合交通
运输、安监等部门，对客运企业开展
突击检查， 对不履行客运车辆动态
监控职责、内部安全管理不到位、制
度不落实的企业， 一律依法按上限
处罚，督促限期整改或停业整改。

集中整治校车交通违法，将在4
月30日前， 对所有校车及校车驾驶
人的交通违法，按照交通违法“清零”
的要求，责令其限期处理到位。将加
强学校门口、乡村路口等重点路段及
学生上、 放学等重点时段的巡逻管
控，进一步加强路检路查，及时查纠
校车超员、使用“黑校车”、非法改装
和非客运车辆接送学生等突出违法
行为。发现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
并存在严重超员、 严重超速问题的，
一律按照危险驾驶罪依法立案侦查。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实习生 张晓芳

4月2日，2018互联网
岳麓峰会将在湖南湘江新
区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开幕。 作为岳麓峰会首
场重头戏———互联网技术
（CTO）专场于4月1日下午
拉开序幕。

本场技术峰会邀请到
了国内在区块链、 人工智
能、大数据、新零售等知名
专家和相关企业， 共同探
讨未来互联网技术、发展方
向和市场应用等人们关心
的话题，同时也邀约到了湖
南近半数知名企业的技术
总监（CTO）莅临现场。

人工智能创造更多技术

“人工智能是一种机
器或者计算机程序， 并具
有学习能力、 洞察分析能
力、推理能力、问题解决能
力的智能化技术应用。”英
国电信首席高级商业顾问
何泽仪认为， 人工智能的
飞速发展依赖于大数据技
术。 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处
于弱智能阶段。 即便是赢
了柯洁的阿尔法狗， 也只
是弱智能， 因为只有单一
功能做得比人好。 强智能
是所有工作做得和人一样
好； 超强智能是所有工作
做得比人好。

人工智能个人消费市
场的价值在哪里？何泽仪认
为主要有三块， 帮助人，取
代人和影响人。比如智能垃
圾桶、智能红绿灯，又比如
管道机器人， 还有FACE-
BOOK的信息推送等。

人工智能让生活和工

作变得更加便利化的同时，不
少人也担心，将来谋生的饭碗
会不会也被人工智能抢了？

何泽仪表示， 人工智能
会替代人， 成为生产力的提
供者， 这是人工智能商业价
值的本质。他认为，人工智能
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反而会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技术
带来很多进步，人类应该去拥
抱新技术，未来人工智能会取
代人类部分工作，但新技术会
创造出更多的技术。”

第五次零售革命到来

除了人工智能， 新零售
也是本次峰会经常被提到的
一个新概念。 新零售的本质
与未来技术发展会有怎样的
趋势？ 湖南孚利购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TO李颖
悟认为，所谓新零售，本质上
就是让更多的人， 以更便宜
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更好
的体验，买到更丰富的商品。

新零售只是通过技术驱
动零售业态的变革， 但是商
业的本质没有改变。 李颖悟
表示， 回顾零售行业发展史
可知， 其大体经历了百货商
店、连锁商店、超级市场、电
子商务及智慧商店五个阶
段， 每一次阶段性的进化都
是一场革命。 当下正发生着
第五次零售革命， 也即智慧
商店阶段，整体而言，智能化
技术的广泛应用赋予行业诸
多新的特性， 使得行业突破
时空的限制， 在有效降低运
营成本的同时， 大大提高了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记者 刘璋景

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今日开幕

重头戏预热,技术大咖云集
我省启动农村道路
交通秩序百日整治

扫一扫，查
询长沙城区公办
小学学区范围。

3月31日，湖南烈士公园烈士纪念塔内，学生和群众在瞻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重温革命精神。 记者 李健 摄

清明将至
缅怀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