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A04 民生 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
见习编辑/金衔 美编/聂平辉 校对/张郁文

智慧长沙啥模样，看病全程手机搞掂
长沙出台《关于加快新型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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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
出台《关于加快新型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决
定》， 明确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将长沙打造成为有颜值、
有气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位的全国新型智慧城
市样板和标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王章萍 通讯员 周妍

前不久，家住开福区的刘女
士骑电动车， 在家门口被一辆
小汽车撞伤，司机趁机逃逸。刘
女士随后到交警队调取监控数
据，顺利找到了肇事司机。刘女
士感到很开心，“有了这一24小
时在岗的警察，特有安全感。”

据悉，长沙“天网工程”建设
在社会治安管理和公安实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形成了覆
盖城乡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
络，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和
社会治理能力，老百姓的安全感
显著增强。“天网工程”全天24小
时“不眨眼”监控，使得视频监控

区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公安机
关“天眼”的注视之下，同时配合
执勤民警以及其他警用装备，极
大地扩大了公安机关的巡逻控制
范围， 完善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推进平安城市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天网工程”
中大量使用的视频侦查技术日臻
成熟，已是继刑侦、技侦和网侦之
后又一重大新技术手段。 而且，
“天网工程”中的摄像机可以记录
下案发现场发生的一切， 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民警规范执法、公
正执法， 可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
众的利益，促进警民和谐。

看病难、看病贵，说到底还
是医疗资源短缺所致。 随着科
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有望缓解
这一困境。 以胸部CT为例，一
般来说，检查会产生300张以上
的影像， 医生肉眼阅片将耗费
5-15分钟。

而长沙市第一医院基于腾
讯医学人工智能打造的肺CT人
工智能筛查能力，有效提升了医
生看片的效率。据介绍，患者拍
完CT后， 人工智能会提前将患

者的病灶相关性质、 大小等告知
医生， 由医生结合患者其余相关
检查和历史病历进行判断， 人工
智能还能提前将本次检查相关病
灶全部以文字的方式供医生“一
键复制”，这样可以真正减轻医生
看病和写病历的压力。同时，医学
人工智能在该院同步还在做结直
肠、眼底等部分的辅助诊断，其中
结直肠的影像人工智能对患者在
检查过程中实时视频流做诊断，
效果特别明显。

人工智能协助医生“看片”场景一
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消费者
提供一个安全、 舒适、
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
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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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是从传
统的旅游消费方式向
现代的旅游消费方式
转变的“推手”，通过信
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实
现消费方式的现代化

以社区居民为服务
核心， 为居民提供安全、
高效、便捷的智慧化服务，全面满足
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智慧社区

以消费区域为核心， 通过智能化互
动式营销和体验，共建共享商圈，享受广
告费分成等，完成重复消费的价值循环

智
慧
商
圈

9月28日，细雨蒙蒙。双峰县
石牛乡长丰村白木沟黄金蜜梨产
业园，虽然采摘季已过，但园内仍
生机盎然：12个标准红棚鸡舍掩
映在梨林深处，1600羽清远土鸡
和800羽青壳蛋鸡正在林间觅食、
撒欢。

产业园是村里的“聚宝盆”

在村支书李盛良看来， 这个
产业园是村里的“聚宝盆”。这个
“聚宝盆”的设计师，是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驻村帮扶工作队。

长丰村山多田少，2017年全
村258户1035人， 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32户116人。2018年3月，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帮扶工作队驻
村。经多方调研，并邀请农学专家
对当地土壤进行检测， 工作队决
定指导该村种植黄金蜜梨。

发展产业，并非一帆风顺。部
分村民认为， 种植黄金蜜梨投资
太大、风险不小。为此，工作队带
着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去黄
金蜜梨产业成熟的怀化芷江实地
考察。

当地红火的蜜梨产业， 让长
丰村村民眼前一亮。2018年冬天，
长丰村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成
立，投资110万元，引进上万株蜜
梨苗，种植68亩。同时，工作队给
村民分发蜜梨苗，发展庭院经济。

“蜜梨种植前，芷江的专家专
程来到村里， 给大家讲授种植技
术。果苗种下后，专家每月也会来
村里指导。”合作社股东李和平说。

“为了让村民尽快看到希望，
我们选择的都是大苗， 第二年就
可以挂果。”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鲁云生告
诉记者，去年8月大苗挂果，4000
公斤蜜梨一周售罄，收入8万元。

村里来了位“养鸡博士”

去年6月， 从事动物营养学研
究的邹立军博士毕业， 成为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员。

“林中的虫子是鸡最爱吃的食
物，鸡粪则是天然的有机肥，林中散
养土鸡，蜜梨会长得更好。”邹立军
发挥所学之长， 鼓励合作社发展林
下养鸡产业。

邹立军对发展林下产业充满信
心。 他还配制了用蛋白桑生物发酵
的鸡饲料，这样不用抗生素，鸡的品
质也很好，实现了无抗养殖。

每天清晨和傍晚，50岁的饲养
员张安乐都会给蜜梨产业园里的土
鸡喂食，说起养鸡头头是道。不过，
在去年7月前，在镇上打零工的张安
乐还是一名贫困村民， 对养鸡一窍
不通。邹立军耗时月余，把整套饲养
技术手把手教给了他。

“我身体不好， 干不了重活，在
合作社养鸡，不仅学了饲养技术，每
月有2400元工钱， 养得好年底还能
有分红，并且离家近，能照料家里的
老人。”当上产业园的“鸡司令”后，
张安乐顺利脱贫。

村里来了“养鸡博士”，来向邹
立军咨询养鸡的村民不在少数。

45岁的龚庚祥以前是村里有名
的贫困户。2016年，龚庚祥开始尝试
养鸡，并在第二年扩大养殖规模，从
数十只增加到近千只。“规模扩大
后，技术是个难题，育雏、配料、预防
疾病等，都得学。”龚庚祥保持着经
常看书学习的好习惯， 在他的床头
摆放着《鸡病快速诊断与防治技术》
等书籍， 是他从县城书店淘到的宝
贝，书上满是他用笔划出来的重点。

“以前我只能自己摸索学习，效
率低， 现在可随时打电话找邹博士
请教，而且他还会经常上门来指导，
这让我养鸡的底气更足了。” 如今，
龚庚祥养殖的土鸡有2000多只，在
当地已小有名气。“经常有附近乡镇
的村民、县城的人，专程来我的鸡场
挑选土鸡。”他说。

■三湘都市报记者 潘显璇
华声在线记者 龙腾

枝头蜜梨香，林下土鸡壮

可随时查阅公交车位置，
提供出行参考； 通过大数据公
交运力分析应用， 提高公交运
力匹配度； 针对乘客人流密集
地还能进行人流布控， 一旦人
流超限将触发应急事件告警
……据悉， 长沙市交通综合运
行 监 测 与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TOCC）通过“一个中心、三大
平台、四大应用系统”的建设，
汇聚了公交、轨道、出租、运输、
交通建设等交通行业的全面数
据，实现拥堵指数可视化、安全
提醒自动化、出行规划智能化。

在今年国庆节期间， 长沙
火车南站就因人流超限触发红
色应急事件警告，TOCC接到警
告信息后， 立即对车站实时监
控进行现场确认， 通过应急指
挥调度平台下达调度指令，调
度周围3公里的巡游出租车前
往火车南站进行人流疏散，因
为信息及时和指挥得当，在1小
时内就解决了这一应急事件。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胡岳
龙表示， 长沙将加快智慧公交改
造，实现公交优先，打造“智能驾
驶第一城”； 全面推进智慧公交、
智慧公路、智慧水运、智慧机场、
智慧物流等建设， 实现智慧基础
设施网络化运营管理， 全面打造
“智慧交通”； 打造一站式出行
（Maas）服务体系，以数据衔接出
行需求与服务资源， 打造基于移
动智能终端技术的服务系统。推
进交通旅游融合服务， 为旅客提
供“门到门” 的全程出行定制服
务，给市民带来全新出行体验。

此外，长沙还将全面推广大
数据治理超载超限，加强不停车
检测、流动检测、源头称重检测
系统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
安全生产监管，对交通运输企业
开展标准化考评管理， 实现对
“两客一危”车辆、“四客一危”船
舶、常规公交和出租汽车的实时
智能监控，开发对危险驾驶行为
的强制介入功能。

智慧交通，出行不再伤脑筋场景二

场景三

目标

《关于加快新型
智慧城市示范城市
建设的决定》共分六
大部分。其中，第一
部分明确了长沙建
设新型城市智慧城
市的总体要求、基本
原则、 主要目标，以
及 2022年、2025年、
2035年的阶段性目
标。即，到 2022�年，
自主可控的新型基
础设施架构初步形
成，智能可信的数据
治理运营体系初步
建立，城市超级大脑
运行顺畅，有力支撑
公共服务更加高效
便捷、社会治理更加
精准联动、产业经济
更加融合创新，初步
建成“全国新型智慧
城市示范城市”；

到 2025 年 ， 高
速、智能、泛在、安全
的新型基础设施体
系基本健全，数字孪
生城市和实体城市
实现同步建设生长，
公共服务、 社会治
理、产业发展等领域
智能应用全面深入
开展，推动长沙智能
化治理水平达到全
国领先；

到 2035�年，数据
资源成为驱动长沙精
明增长的关键要素，
信息服务深度融入百
姓生活各个方面，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成为
长沙享誉全球的“名
片”，引领长沙建设成
为国际知名的现代化
中心城市。

将新型智慧城市
建成长沙“名片”

致力于提高医疗和
养老的服务效率和质
量，降低服务成本，改善
就医的客户体验

智慧医疗

解决用户的“停在哪？多少
钱？能停否”三个需求，实现“城
市智慧停车”解决方案

智慧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