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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首条直飞文莱航线16日开通
长沙将通航东盟10国27城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记者
从湖南机场集团获悉，4月16
日，长沙将开通首条直飞文莱斯
里巴加湾市国际航线。4月16日
起至6月28日，每周一班，去程：
每周三凌晨00：30从长沙起飞，
04:30抵达斯里巴加湾市；回
程：每周二19:40从斯里巴加湾
市起飞，23:30抵达长沙。6月29
日起， 该航线加密至每周两班，
新增周日出发航班，时间不变。

该条航线开通后，仅需四小
时长沙旅客便可抵达斯里巴加
湾市，去感受当地的自然、文化
遗产所展现的非凡魅力。在此之
前，从长沙前往文莱需从其他城
市中转，停留时间6—10小时不

等，新航线的开通给湖南乃至周
边旅客出行带来了显著的便利。
据悉，目前文莱对中国游客实行
落地签证政策，落地签证最长时
间可达14天。

该航线的开通标志着长沙
机场实现东盟十国全部通航，航
线可达东盟十国的27个城市。

这些航线的开通，成功地架
起了我国中部地区与东盟国家
之间区域合作发展的桥梁，是贯
彻落实中国与东盟合作倡议，促
进中部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商
贸投资、文化交流、旅游观光等
务实合作的纽带，为深化中国与
东盟之间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邱晓敏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是世
界帕金森日，有调查显示，超过九
成大众不了解帕金森病， 很多人
不知道帕金森的正确服用药物方
法， 超过93%的人完全不知道帕
金森病的外科治疗手段。 今天上
午，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组织专
家团队开展现场义诊， 为病友及
家属进行详细的讲解和答疑。

66岁的王奶奶10多年前就
开始出现右上肢抖动的现象 ，

2014年王奶奶被诊断为“帕金森
病”。在经过4年左右疗效较好的
药物治疗“蜜月期”后，王奶奶症
状加重。2018年9月，王奶奶在关
爱帕金森病患者救助活动的资
助下， 完成了脑起搏器手术。目
前， 王奶奶症状得到很好的控
制。

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大科主
任黄红星表示， 帕金森病属于常
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以老年

人发病较为常见， 我国65岁以上
人群的患病率大约1.7%。

“很多人在帕金森病的治疗
上存在认识误区， 宁愿服用大量
药物而惧怕手术。” 黄红星说，药
物治疗是早期帕金森病的主要治
疗手段，有其“蜜月期”，经过三五
年药物治疗后， 各种症状又会席
卷重来。这时，就可考虑采用外科
手术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徐珊

长沙多措并举构建智慧教育体系，“未来学校”引领学习变革

学生“刷脸”吃饭，伙食怎么样一目了然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师生已全面进入“刷脸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刷脸”考勤、取餐、借书等。 记者黄京 通讯员 汤琴 摄

湖南369项公安服务事项“打包上网”
可通过下载手机APP等三种方式网上办理 身份证补换领等高频业务“一次也不跑”

在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证
件产生的“证累”问题，也可以通
过平台来解决。 省公安厅建立
“实名+实人+实证”安全认证体
系，推出了与用户本人所持实体
证件相对应的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居住证以及护照、往来
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
多种电子证件。

哪些情况能使用电子证件?
目前，已首批开通电子身份证在
省内旅馆住宿登记、路面巡逻盘
查、建设银行金融业务、机动车租
赁、 维修以及电子驾驶证在省内
交警路面查验、 窗口办理部分交

管业务的应用， 今后还将拓展更
多的应用。 以电子身份证应用
于旅馆住宿场景为例： 在省内所
有已纳入旅馆行业管理的酒店、
宾馆、旅馆、招待所，均可使用电
子身份证办理入住登记。用户只
需在平台点击电子身份证“酒店
入住”功能，将随机生成的动态
编码， 出示给前台登记人员，经
前台人员核对电子身份证信息
与本人一致后，即可办理入住。

据统计，全省已有370余万
人领取了自己的电子证照，通过
电子身份证办理酒店入住登记
的已达35万人次。

本报4月11日讯 通过云端
上课，老师精准掌握班级学情，学
生收到个性化习题； 通过手机点
餐， 孩子刷脸就能在食堂领到套
餐， 家长每月能收到膳食指导报
告……4月10日， 长沙市教育局
智慧校园建设研讨会暨长沙市第
十一中学第二届“精·智校园”开
放日活动举行。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会议现场获悉， 随着长沙智慧
校园推进建设，不久，你家孩子将
在“未来学校”上课。

【学校实践】
“刷脸”引领学习变革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是长沙最
早进行教育信息化探索的学校之
一。

在学校图书馆二楼， 有一个
大数据精准教研中心， 只要通过
教学质量监控大屏， 就可以掌握
各个年级的学情大数据， 甚至每
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该校教科室
主任胡成介绍， 目前全校共有34
个班级在开展“智慧课堂”实践，
老师们借助云端可以减少批改作
业等重复劳动， 而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备课、 分析作业和教学思考
上，让教学更精准；而每个孩子也
通过云端学习答题做作业， 系统

会为每个人建立专属电子错题
本， 以及个性化知识掌握图谱。
“每个人的作业也不一样，因为都
是经过教师挑选后再通过系统给
学生推荐个性化作业， 使学习更
具针对性，孩子们也从‘题海’中
解脱出来。”

与此同时， 该校还率先迈入
了“刷脸”时代———到教室后考勤
刷脸；在图书馆借书刷脸；赴食堂
就餐也能刷脸领盒饭。 该校校长
聂庭芳认为，“刷脸” 只是一种操
作方式， 其实背后蕴含着更深的
“智慧教育”的魅力。比如“刷脸”
吃饭， 家长可以绑定学校食堂微
信公众号， 提前给孩子预订好未
来一周的餐食， 提前订餐的家长
还会每个月收到学校的膳食指导
报告，“这一个月在学校吃了多少
肉、多少蔬菜、多少豆制品，一目
了然。 系统还会根据孩子的生长
发育阶段及营养所需， 给出膳食
指导建议。”

【长沙探索】
多措并举，构建智慧教育体系

不久前， 教育部公示了2019
年度“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项目
名单，全国共有8个地市和区县入
选创建区域名单， 长沙市成为创

建区域之一。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
长缪雅琴表示，近年来，长沙正在
积极探索， 着力构建了基于教育
改革发展需要， 力求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 推进
信息平台与管理服务的交互共享
的智慧教育体系。

“共享教育资源” 是智慧教
育教学体系中重要的一环。长沙
采取汇聚、自建、共建等形式，建
成与各学科门类相配套、动态更
新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一批长
沙特色的精品数字化课程资源，
并开发了长沙市中小学生在线
学习中心供孩子们使用，组织全
市优秀教师建设本土课外学习
辅导资源，服务长沙学生个性化
学习。

由于不断推进的智慧多元管
理服务， 借助信息化技术还实现
了“数据跑路，群众少跑路、不跑
路”的目标。比如每年4月1日开通
的“长沙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家长们在家里就可以帮孩子报名
入学， 还为教育部门赢得了学位
预估、资源调配的主动。借助校车
管理平台，对每台校车是否偏线、
离线、超载等运行状态、安全状态
实现实时监管。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静波 汤琴

超九成帕金森病患者不知外科治疗很有效

“不怕没带证件，就怕手机没电!”4月11日，湖南公
安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身份证补换领、出入境证照再次
签注、交通违法处罚等369项公安服务事项实现“打包
上网”，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湖南公安服务平
台”，或下载手机APP、登录平台官方网站三种方式实
现网上办理相关业务。

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许显辉出席启动
仪式并宣布“湖南公安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主持人汪
涵受邀担任平台形象大使。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长胜

高频业务实现“一次也不跑”

去年以来， 省公安厅部署
开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建
设，先后攻克了网上支付、身份
认证、 安全防护等系列重点难
点问题， 现已试点运行5个月，
实现了稳定、安全、高效的预期
目标。 平台有哪些功能?据介
绍，“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在服
务类型上涉及户政、出入境、交
警等10个警种部门、369项直接
面向群众和企业的服务项目；
在功能设置上，实现了查询、预
约、受理、审核等各节点流水作
业；在应用范围上，省市县三级
一体，全警共用一个平台，实现
全方位贯通；在延伸拓展上，依
托省厅大数据中心， 推进网上

服务平台与实体中心、 窗口大
厅、业务系统无缝对接，实现全
体系支撑。 特别是身份证补
换领、出入境证照再次签注、交
通违法处罚、居住登记申报、护
照遗失申请复函、 车主及驾驶
人联系方式变更等诸多高频业
务实现“一次也不跑”，其他项
目提供在线预约、预审、办事指
南查看、智能客服等服务，确保
“最多跑一趟”。

试点运行以来，湖南公安服
务平台用户总数已达710万，居
全省第一并在全国靠前， 获评
“2018年度全省公安机关重点
改革项目”和“2018年政务民生
飞跃奖”。

多种电子证照解决“证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