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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6日讯 继共享单
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
雨伞后，今天，长沙又冒出了一
个社群共享婚礼， 还是全省首
创。在婚礼过程中，从活动策划
到婚庆司仪都是共享的，而更有
意思的是，活动加盟商的老总竟
成了工作人员。

共享婚礼司仪、公关接待

新郎官名叫许波，27岁的益
阳小伙，是一个社群服务平台的
负责人。今天上午10点半，这对
新人在宝马、奔驰、保时捷等豪
车的护送下，来到了湖南佳兴世
尊酒店的婚礼现场。你能想到这
些全都是共享的吗？

许波告诉记者，婚礼现场很
多东西都是共享的，小到糖果礼
盒、婚庆蛋糕，大到婚纱摄影视
频、豪车送婚队，还能在微信平
台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语。

除了硬件外，像摄影团队、婚
礼司仪、公关接待等，竟然也是共
享的。 而令记者觉得最不可思议
的是， 现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
活动参与商的老总， 他们在没有
强制约束力的情况下配合无间，

确保了婚礼能够顺利完成。

近20次的“头脑风暴”

仅两个多月，这场共享婚礼
就顺利完成，这其中又有怎样的
故事？

对此，该活动策划人齐文浩
说，这一切都是社群服务平台带
来的人脉优势，因为与服务领域
的企业接触较多，也成功举办过
大型活动， 操办起来并不困难。
今年春节后，他们就得知许波要
办喜事，于是打算为他策划不一
样的婚礼，“我们也可以像婚庆
公司一样，来整合自己的人脉。”
一个月不到，就有20多家与婚庆
相关的企业加入进来，光是“头
脑风暴”就将近20次。

“我们开了四五次‘烧脑会’
后，才整出了一份活动策划书。”
齐文浩说，策划书一出来，就把
婚礼各个环节的任务布置了下
去， 各个企业只需按图索骥。在
婚礼前一周，他们开始在各自朋
友圈发推文造势， 仅第一天，点
击量就达到了3万多。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共享单车作为绿色出行低碳
环保的新生生活方式， 掀起全民
骑行热潮，然而乱停乱放、肆意涂
改、 上私锁等现象时有发生。近
日，ofo小黄车在长沙市举行中国
首届共享单车公益展， 意在倡导
规范用车、文明出行。

“共享单车是时下的热门话
题， 作为互联网热潮下的新概念
创业公司， 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
遇到一些问题。”ofo湖南区域负责
人钟翱介绍， 此次公益展面向全
国征集展出了30幅照片和部分实
物， 还原共享单车被不文明用车
的真实案例， 希望能传递规范用
车、文明出行、低碳环保新理念。

公益展现场，数百名志愿者在
倡议墙书写下爱护共享单车的心
声，为践行低碳出行，文明用车，共
享低碳新生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记者 张洋银

本报4月16日讯 17日晚，长沙
橘子洲将举行“一带一路”青年创意
与遗产论坛《夜话湘江》高科技烟花
秀活动。 届时长沙交警将在部分路
段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驶入。

记者从长沙市交警支队了解
到，烟花燃放当晚，湘江路劳动路口
至人民路口路段、 湘江路人民路口
至中山路口西半幅主道为观众焰火
观看区域， 焰火燃放时间段将实施
临时交通管控，严禁车辆通行。

同时， 交警部门将设立外围
卡车分流点和周边卡车分流点，

视情采取卡车分流措施。 卡车分
流措施实施时， 河东临湘江区域
将禁止一切机动车驶入湘江路、
劳动路、黄兴路、蔡锷路、中山路
合围区域， 河西临湘江区域将禁
止一切车辆驶入橘子洲大桥、潇
湘路(咸嘉湖路口至新民路口)。

当天19：00时至20：50，橘子
洲大桥人行道人员只出不进，禁止
观众从湘江路、溁湾镇、橘子洲大
桥南、北支桥及大桥旋梯步行进入
橘子洲大桥桥面。大桥非机动车道
实行临时性管控，橘子洲大桥东西

两端非机动车道禁止行人通行，允
许非机动车不停留通过。

在管控时段内为方便行人过
桥， 市旅游局将租用十二台大巴
车用于橘子洲大桥管控时过桥群
众的摆渡，免费接送过桥行人。

循环摆渡线路为；橘子洲大桥
西南匝道-潇湘大道-爱民路-橘
子洲大桥-橘子洲大桥东南匝道-
湘江路东侧非机动车道-湘江路
橘子大桥东北匝道-橘子洲大桥-
枫林广场调头-橘子洲大桥西南
匝道。 ■记者 虢灿

本报4月16日讯 湘江是长
沙的母亲河， 又因其连续、丰
富、 多变和含蓄的江心洲而独
具魅力。近日，在武汉召开的长
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五届
会商会之一的国土规划系列活
动上，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相关
部门负责人分享了湘江滨水区
发展规划策略。 根据公开发布
的规划策略， 长沙十二个江心
洲将构成“湘江中央公园带”。

湘江是长沙境内最大的河
流， 自南向北流经长沙市区境
内约30公里， 占长沙市地表水
体总面积的60%，会上，长沙市
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陈群元提
出了湘江滨水区发展的四大策
略。

陈群元认为， 湘江滨水区
要发展， 首先要保护历史和生
态，展现“山水洲城”的空间格
局，由此，他提出要严格保护好
天心阁与岳麓山之间形成的视

域通廊，并通过在“第一师范-
开福寺”之间修复历史步道、将
历史城区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
街巷串联成网， 为三千年古城
长沙留住历史底蕴。同时，他还
回顾强调， 此前长沙市城乡规
划局曾针对湘江长沙段十五个
洲岛组织了国际方案招标，最
终提出以湘江长沙段的十二个
洲岛和两岸滨江风光带为基础，
通过绿道和水上巴士串联城市
生态绿地和文化旅游景点，共同
构建“湘江中央公园带”。

此外， 陈群元还提出要优
化公共交通，提升交通环境。湘
江两岸要逐步实施规划中的湘
雅路隧道、学士路大桥、黄桥大
道大桥、 冯蔡路大桥、 丁白大
桥，使跨江通道达到十五座，同
时在湘江两岸特色区段开展以
有轨电车为代表对中运量交通
线路研究， 推进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建设。 ■记者 叶子君

4月14日， 记者从湖南省
环保厅了解到， 天心区2017年
环境保护工作大会暨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3日召
开，将出台一系列方案措施。

据悉， 今年天心区将出台
《绿心保护区工业退出转型整
体规划》，绿心控制区内的工业
企业将分批全部退出转型。

同时， 将全面取缔建成区
2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加快
黄标车淘汰， 积极探索建筑工
地精细化控尘， 开展扬尘在线
监控试点；加强餐饮油烟治理、
垃圾秸秆焚烧、 烟花爆竹禁限
放； 完成20家4S店挥发性有机

物（VOCs）治理示范工程；继续
开展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和老旧
无烟道楼栋油烟净化工程。力
争空气质量在2016年优良率
73%的基础上持续改善。

此外，建立“河长制”，实现
“河长治”， 强化饮用水源保护，
加快推进暮云片区污水管网建
设，推进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管理，全面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消除
建成区黑臭水体，深化工业污染
防治， 推进十大重点行业整治，
巩固水上餐饮整治成果，持续提
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周殷

本报4月16日讯 生活垃
圾怎么分类? 怎样管住“潲水
油”“地沟油”?昨日，长沙市城
管执法局开展市民体验日活
动，100余名居民和学生走进湖
南联合餐厨垃圾公司， 参观餐
厨垃圾的“变身之旅”。

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
全”，长沙于2012年正式启动餐
厨垃圾收运处理项目。 湖南联
合餐厨垃圾公司作为我省目前
唯一的餐厨垃圾资源化、 无害
化回收利用中心， 每天处理的
餐厨垃圾达500多吨。 去年底，
长沙市启动餐厨垃圾收运处理
全覆盖行动， 收运范围从大中
型餐馆、 食堂等逐步向早餐店

等小餐馆扩展，预计今年5月将
覆盖全市所有小型餐饮机构。

从餐馆后厨到处理中心，
再变身为高蛋白饲料、 生物柴
油等成品， 来自芙蓉区汤家岭
社区的凌春雨第一次详细了解
了餐厨垃圾处理的全过程，“想
不到每天长沙餐厨垃圾处理量
如此大，我和孩子都很有感触。
今后在外就餐点菜一定要注意
适量，积极参与‘光盘行动’。”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
介绍，今年，城管部门每季度都
将举行不同主题的市民体验
日，有意参与的市民可关注“长
沙城管” 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
报名。 ■记者 吕菊兰

12江心洲将抱团建“湘江中央公园带”
以湘江长沙段的十二个洲岛和两岸滨江风光带为基础，通过绿道和水上巴士串联而成

每天500吨餐厨垃圾去哪了?
长沙开展城管市民体验日活动

天心区绿心控制区内
工业企业将全退出

全省首个社群共享婚礼长沙举办
大到豪华车阵、小到糖果盒都共享

共享连线

首届共享单车
公益展长沙开幕

今晚看橘子洲焰火请注意交通管制

4月16日中午，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一对新人和伴郎伴娘们站在共享的婚庆蛋糕、糖果礼盒前。 记者 李健 摄

12个洲岛从北往南依次是：甄皮洲、洪洲、蔡家洲、
冯家洲、香炉洲、月亮岛、傅家洲、橘子洲、巴溪洲、柏家
洲、鹅洲、兴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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