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5月28日 星期二
文教·政治 08

! "#!

! ! " "#$%&'()*+,-./
012 #$%&$!# 345$63478- $'9
$(9$&9%'9%(9%&$:- %(;<&=>57?
@A$B%7 %!' C$DC5E !%% FGH;
IJ)KLMNOP% ' C=>5Q%7R
5SLMTUVWXY Z[\]^_`a
)'$')$#! TUQ bcdefghijk
)'%%($!& TUQ lmno]&pjk
)'%#'*%! TU;

qr$Z[\]Sstuvwx=yz
{|%}~��5E; stu�)��Q=
���+�-./Q��33��Q���
��S�C�������CQ�����
S�Q�=����� ¡S��Q¢£¤
01¥¦Q§=¨©!¤ª=«¦¬; ®
%5S¦¬��¯°±uSQ stu²³Q
«¦¬´µ¥�¶¨©!�Q·¸¹¨3
�ª=C¦¬Q�·%�=C=>5; 6º
»¼stu�½¾¿À%5$ÁÂÃ=»�
Ä�Å¸$�·¸2Æº�zÇ5$È½�
ÉÊË�; >{~5SÌÍ$ÁÂS}Î´
µÏ���Ð$ Ñ�6Ò{5EÓ*SÌ
Í$Ô�Õ�UÖ×Ø�;

stu®��S� (+! S��ÙC$

Ú� % C=>5Û$ ÔNO� ) CÆ>5$
5EÜÝ !%! FGH;stuÞßà5E
=áV�zâãuäQ=áV�zåUÖu
�Q¢£æçª=C+�-¦¬èé¥¦;

!! ""

!"#$%&'()*+ êëìí]î×ïSîðQñ�ò�=
©LóSêôQõö+<Q÷øùúQrûü
�ýþ; Ñ�ÿ� % !!Q="�Û#$
%&�'�Q¯ÿSîð()ú*+Q,-
./S01;

ÿ� %!!Q)*2Sîðú34567
SÌÍQ�89Æ:S;<=-Q>?@AB
C; ìíD%EEFGÜHISsJKEu
LYM©HN�ÛO>?S@ABCQ ?ú
PQÔ�RSSQ Ñ�=THNUVêN
W7ìÌXSYZ[\ZQ]HNÓ^; _

7É£QîðS`û=�¥ÍúHabQ
cºd¼3�efQ ghuQ ¢£i�jd

kQ#,' ©ÖÌi=®,l9]�mnQHÎ
opS»¼qrséÅ #,'©ÖÌQ cºÔ
Vp3]�tu; îðS`ûLYMúevw
w� (F�HQ 45ê]Ò� !F�xy´
µzZ�Q�{|#}~yüÒ7z�; s�
����Q?ú��ê����HQsj�S
y�Ä��Q)·S���·����

' ©�!Q��� ) êEFQÚ�V�
�u}S��Q Ô��Ã���Sµ��

�Q9îð7É{?úQ´µ��q "$ FH
SE��Q=êN´µ�z��;

��{=Î�£Q IJó)�7�
�Q ¡ó)¢£E�¤{îð`û�%Qq
¥¦%¤§; ú¨Q��ü©ª«�¼S
�}N¬�)�7�®�Q¯°¿ÀS�
}; ¯±²u³�´U3Sµ¶NwxQ
qr·¸ $"'%,*)*$#%#';

!#$%"

Xâã¹�º»~gu±¼½Q ¾0
º»~g¹�¿ÀÁ¹ÂN[ÃÄÁ¹Å
ÆQqrQ\Çá-È%ÉÊË)*ÌÍE
Ó^¹�º»~gÁ¹ÎÏÐE *-) Ñ
HQ Ò¼ #$%* � %$ !Ób-ÈS %* Ñ
HQ#$%& �%ÉÊË)*ÌÍEÓ^¹�
º»~gÁ¹ÎÏÐE #(-) ÑH´<á
-ÈQÔ #$%* �Âì '#.; ÐEÕV�Ö
Ó^º»~g]%Ss×Ø�Ùg]9&
êÚ¹4ÛÜÝÞU]rß¹�Sàáâ
ãº»~g[óä9åáñ%Éæg]QB

'&" ©¹�º»~g]¹�ççèÖéu
±êÌÍëìäë;P%Qíî\ÇïðÐ
EñwòÜóUôõSº»~g]Q qö
÷�ÙÁ¹ÎÏøùQ ñwòÜú�°Ë
ÐE;¡ûüý_3XQ%É\Ç´þÝÿ!
"ËÐE "&-) ÑHQ #$c] #$$$ FH
S%&'Q (?� '&" ©º»~g]S
<)*;

\Çá+,Q -ÙVßÌV.-ÈÐ
EQ«/0>D]�Ú¹Ë1ÐE(ì<¹
23Æ45Q<�ë6Ë13Æ1&Qå7
3Æ`8[3Æ¿9:;V(�\ÇÚ¹Ð
EÂ<`8Ï=QÒ+ÐE`4[3Æ>?
V@(�QA(Ó@Ú¹ÐEú�ÆÍ; B
Ìå7ÐE[Ë1SÌCÌßÜÝ;

!&'$()*+"

!"#$!"#$%&'()*
+,-./01234567*89:; %!&

,
-
.
/
&
0
1
*
#

<=>?@ABC?DEFGHIJ
!"#$%&'()

!!"#!"#$#"%&'$%#%"(((($%&'()(
*+,!"#)%*))-./01

23456789:;<) =>?@A
BCD234EFGHIJ/1

!"#$!KLMNOPQ %&+(#RS
PTQ %(UVWOMXYZ

%&!#'"%,)++'"#))
'()*+,-./!"

234[\])^_`aJbcdef
g +#%) h %# i & BjklPmnop7

%%#!!#"&%###%+')-./01
!_`Oqrstuvwxyrsz
+#%& h $ i %' B%&rs{|}){
|}(+,%!""%+#%+%#!)$'##) -./
01
!~��%&��J�s}#��J�U)(
*+,-#)#'%#########"+#)-./01
!��9���������34���
��u�%&������ef��n
+##) h ' i ) Bjk������u�
�}) �� *,.%##%*/0-+') -./
01
!¡¢£%&¤¥¦§¨©ª|��34
«¬6¨®¯P°)±(,###*+$)")¨
²,%³´)-./01
!¤¥µ¶·|k¸��34¹lPmn
op7*,&%!"#+%%"$%**"%#$1U%&3
ºP»)-./01

!¤¥M¼½¾¿À¼ÁÂ��34Ãl
Pmnop7*,&%!"#+#+*)+)+'*%#2U
%&3ºP»# *,!"#+#%#"#''!*U)Ä
ÅÆpº#%UP»)�uÆpºP»)ÇÈ
ÉÊ9ËºP»)-./01
!_`ÌÍQÎ��J�Ïu�u��3
4%&�uÆpºP»)-./01
!~ÐÑ%&45}ÒP2) (*+,
-+#%*!"#)++%&+%)-./01
!ÓÔ%&'Õ}) (*+, Ö×Ø
%+*%*"$)-./01
!Ù£Ú%&_`ÛÜÝÞ¼k±k±
ß)(*+,345#!#)%)"#)-./0à
!_`Váâãäå���æç34%&
èé��})(*+,6$$%###*"$)&#%)-
./01
!¿êë³ìíî/�ï%&6îðñò
ì í ) � ó ô õ ( + , V ö ô ÷

+#%!+*"##+))-./01
!øùúQ3ûgKL3ûüýþ%&9
�'ÿ})(*+,#&!%#&)-./01
!!"#%&$%}) (*+, V"
7#%!!'')-./01
!&åï%&'()*}.) (*+,
8!"#)*'#+&)-./01
!_`+9,|-./0�ï%&3ºP
»)-./01
!1"2%&`ÍO*3|})  (+ 9
*$!"&%%"#&%##''#")-./01
!1"2%&45)*�6Æ7*83|
}) (+,%++%!%+#%%#*##"'"$)-./
01
!9ê:;<|=��ÃÞ¼Ä>UÃlP
mnop7*,&%!"#++"'%'##&+#$)%&
3º?�uº?!@AÊ9BºCP»)-
./01

*+ &%!"####$*"$!"&%!: ��|{DE
2 "#,%%&)FG-./01

012345./!"

234[\]) ^_`aJbcdefg
%&&) h * i + B j k � ô õ ( * +
%)")%%$%,)��|{D%&)FG-./01

'(678-9:;<=>

234[\]) ^°ÐHMJbcde
fg +#%! h + i +# Bjk�ôõ(+
!"#)######"#!"" ��|{DE2%&)F
G-./01

?@A=6BCDE./FG!"

!IJ%&K��Ls{|MN})(*+,
%!%#"*')OPh�,+#%!h)-./01
!QRÍ? &STU%&'()*}.)V
W)XË,QYZ)(*+,;!"#"!%*$%)-.
/01
![\]?°^yTU%&'()*}.)_
W)XË,°`a)(*+,<!"#$"!%!+)-.
/01
![\]?°^yTU%&'()*}.)_
W)XË,°bc)(*+,.!"#))%&)+)-.
/01
!:de? ¡fTU%&'()*}.)_
W)XË,¡gh)(*+,!"#$"++!&)-.
/01
!~ZÍ?°ijTU%&'()*}.)_
W)XË)~Vk)(*+,.!"#)&!''*)-.
/01
!Çlm%&{|)s{|}) }(,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在5000人参加的悉尼TED大
会上， 和5位来自澳洲的初创公司
CEO、大学教授同台竞技。 5月24日，
在澳洲创业大赛决赛中， 来自湖南
衡阳的留学博士刘楚豪“把人工智
能应用在铁路上” 的商业方案惊艳
全场，获得了决赛第三名。 这也是该
赛事举办以来中国选手获得的历史
最好成绩。

5月27日，刘楚豪接受了记者的
电话采访。

展示 中 国 留 学 生 的
实力和风采

“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 能够
PK掉那么多优秀人士，我很自豪。 ”
刘楚豪回忆起决赛，依然很激动。

每年举办一次的澳洲创业大
赛， 面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界优
秀人士，竞争非常激烈。 此次比赛共
吸引了1000多名澳洲创业精英参
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有6名选
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他们之中，有
的是初创公司的CEO， 有的是来自

大学的教授， 而刘楚豪是唯一的在
校学生。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 刘楚豪
精心准备了一个多月。“我觉得人工
智能是新的革命性技术， 如果用在
铁路这个传统领域， 可以大幅提高
效率和节省成本。 ”刘楚豪介绍，他
在科研中发现， 铁轨运行的安全状
态可以通过收集声音数据来监测。
于是， 他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在铁路
上的主题， 进行了详细的商业方案
设计。

“人工智能算法能准确分析火
车运行的声音数据， 来实时监测铁
轨运行的安全状态， 让每一辆运行
的火车成为检测员， 从而省去巨大
的人力成本。 ”在决赛环节，刘楚豪
精彩的一分钟讲解， 赢得了现场数
千名观众和来自西太平洋集团、悉
尼商会等机构组织的评委们的热烈
掌声，获得了决赛第三名。

“虽然我没有获得第一名，但重
要的是，方案的创新性、商业性得到
了肯定。 我在这个大舞台上展示了
中国留学生的实力和风采。 ”刘楚豪
高兴地说。

成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建设者和推销员

这不是刘楚豪第一次站在澳洲
的大舞台上。

去年6月，刘楚豪站上了2018年
澳大利亚CRC (Cooperative� Re-
search� Centre) 协会青年研究员演
讲大赛的总决赛舞台。 现场高手云
集， 参赛者由澳大利亚的30余个著
名合作研究中心选送， 皆是各国在
澳大利亚留学的优秀青年研究者。

“马可波罗的中国见闻激起了
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 中英货
运铁路通车扭转并延长了马可波罗
的史诗之旅……”在决赛上，刘楚豪
引经据典， 形象地表达了“一带一
路” 倡议与自己研究领域的紧密联
系， 并介绍了自己在加固铁路基础
方面的科研成果。 精彩的演讲打动
了由各行各业专家学者、 企业CEO
等组成的近200人的评审团，刘楚豪
一举获得总冠军。 这是此赛事开展
以来唯一获总冠军的中国人。

刘楚豪说， 因为外公从事铁路
行业，家又住在铁路附近，他小时候

常常在铁路上走，从小就对火车、铁
路感到很亲近。 2015年他考上中国
矿业大学，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毕
业后来到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攻读岩
土工程研究生。 凭借研究生期间的
全A成绩，他赴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攻读铁路岩土工程博士学位， 师从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士
Buddhima� Indraratna教授。

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部长
HonSimon� Birmingham在出席某
活动时曾接见过刘楚豪。“部长让我
用两秒钟解释一下我的研究。 我告
诉部长， 这个关于优化铁路加固方
法的研究将每年为澳大利亚节省几
百万澳元， 他赞许我在铁路工程研
究领域的全新创意。 ” 刘楚豪回忆
说。

身在海外， 但刘楚豪心系祖国
铁路事业，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带
给铁路的发展和机遇。“有一天，我
和澳大利亚的同学谈起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跟他们说中国连通了
至英国的货运铁路， 同学感到震
撼。 ”刘楚豪说，有机会要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建设者和推销员。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湖南省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已正式出台。 今
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填
报志愿时间从6月26日起。

根据《方案》，省教育考试院将
负责设计和印制考生“动态口令
卡”。 各报名点（中学）负责本报名点
网上填报志愿的组织管理， 同时组
织本报名点“口令卡”发放，并督促
班主任做好由考生本人签收“口令
卡”的工作。

考生要妥善设置和保管好个人
密码，密码不能过于简单，以防止泄
露； 要严格按照网上填报志愿流程
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 考
生对自己在网上填报的志愿负责，

因考生本人了解学校信息不准确、
“口令卡” 和系统登录密码保管不
善、 不按网上填报志愿程序和要求
操作或请他人代填、 错过规定的网
上填报志愿时间等原因， 造成志愿
信息错误或遗漏而导致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 若发现填报出现异
常，考生应及时向班主任报告。

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分为考生子系
统和管理子系统。 考生通过考生子系
统先确认本人户籍信息， 再填报各批
次志愿和各批次的征集志愿， 考生子
系统登录网址为https://www.hneao.
cn/ks。 填报志愿时，统一按照“口令
卡” 上的密码或者通过系统绑定的经
本人验证的手机号码接收的短信验证
码确认本人志愿。 考生要在安全的网
络环境下进行志愿填报， 禁止在网吧
等公共场所填报志愿。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陈双 胡翠娥）今天，“湘中
医” 国际医学高峰论坛暨国家区域中
医（妇科、针灸科、眼科）诊疗中心建设
单位启动大会在长沙召开。 数百名中
外专家代表汇聚一堂， 就妇科、 针灸
科、眼科、微创外科、护理等领域的医
学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确定全国217
个专科入选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建设单位，湖南省6个专科入选，其中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针灸
科、 眼科成功入选， 预计3个中心建成
后，将发挥区域引领作用，辐射包括湖
南、湖北、河南、江西等中部地区。

据悉， 湖南中医附一妇科以湖南
中医妇科学术带头人尤昭玲教授为中
心的专家团队力量， 将积极探索建立
融医疗、康复、养生保健于一体的创新
中医诊疗模式，将亚健康人群、康复人
群纳入服务范围，拓宽服务领域，形成
一体化发展模式； 针灸科将通过信息
化网络和专科医联体的建设， 将科室
临床研究成果及特色技术进行推广应
用，形成预防与治疗相结合、专科与专
科相协作、 中心建设与区域辐射相协
同的新型中医针灸区域特色诊疗中
心； 眼科将以中医解决重大眼科疑难
疾病为核心， 探索中医防治眼科疾病
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建立区域
中医眼科临床协作长效机制。

衡阳伢子“惊艳”澳洲大赛 今年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
填报时间从6月26日起

湖南启动3个
国家区域

中医诊疗中心建设

突降暴雨 闻“汛”而动
5月26日，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花板桥社区下王组，消防队员在转移群众。 25日20时至26日8时，岳阳

市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降水过程，造成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和内涝。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通讯员 任可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廖正洪 ）今
天，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举行新闻通
气会，集中曝光一批突出违法车辆、
高危风险运输企业、事故多发路段、
典型事故案例。

当天被曝光的包括全省车辆违
法未处理起数前10位，旅游车辆、客
运车辆、 危险品运输车辆违法次数
的前10位，高危风险旅游客运、公路
客运、危险品运输企业的前10位。

其中， 号牌为湘F0MG06的车
辆， 有804起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
违法记分数达3014分。 旅游车辆违
法次数最多的是岳阳宏安旅游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车辆湘FAK334，违法
次数达13次； 客运车辆违法次数最
多的是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车辆湘MFT170、益阳湘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梅城客运分公司车辆湘
H92188，违法次数均达16次；危险
品运输车辆违法次数最多的是株洲
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湘

BM4732，违法次数达33次；被曝光
的高危风险旅游客运企业、 客运企
业、危险品运输企业，违法次数最多
的分别是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
司（所属车辆违法次数达144次）、湖
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车辆违法次数达288次）、浏阳
市鼎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车
辆违法次数达116次）。

通气会上还通报了重大事故多
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这些路段是：
京港澳高速1501—1505km（黎托下
沉段）、长张高速常德段123km（太
子庙服务区）路段、长张高速益阳段
63km（益阳服务区）路段、许广高速
郴州段427—429km（欧阳海服务
区）路段。

据悉，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
部署，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从今年5月
至12月，每月将开展集中曝光行动，
持续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 文明
意识、法治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张斌）
近日，长沙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洪波因涉嫌违纪违法主动向长沙市纪
委监委投案。今天，经长沙市委常委会
研究决定， 免去李洪波同志长沙市财
政局党组书记职务， 并提名免去其长
沙市财政局局长职务。目前，李洪波同
志正配合接受长沙市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据了解，李洪波是长沙县人，曾
在部队服役，1987年1月起先后在长
沙县路口乡、路口镇、高桥镇、长沙
县计生委、青山铺镇、春华镇工作，

历任副乡长、副镇长、镇长、党委书
记等职；2002年9月起任长沙县委常
委、 办公室主任；2008年8月起任长
沙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2011年6
月起任长沙县委副书记；2014年5月
起任长沙市园林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2016年8月至今任长沙市财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处级）。

5月27日，桂东县纪委监委也发
出消息， 该县宋坪国有林场原收款
出纳郭远雄涉嫌严重违法， 主动投
案， 目前正在接受桂东县监委监察
调查。

湖南交警集中曝光
一批突出违法车辆

湘F0MG06违法记分数达3014分

又有两人主动投案
其中一人为长沙市财政局局长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张
颐佳 ）5月25日至26日，首届“望麓
园杯”气排球比赛在长沙市青少年
宫举行，来自省总工会、湖南日报
社、省妇幼保健院等14支队伍参加
了比赛。

近年来，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
道以党建领航，聚力发展，在省市驻
街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在仅1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实现税收突破10亿元。街
道通过经常性开展基层党组织交流
互动， 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党建合力，

融洽“邻里”关系，改变了传统的各自
为政、行政分割模式，以党组织为引
领，开创了“党建共商、事务共管、资
源共享、文明共创、难题共解、活动共
办”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为区域发展
贡献了力量。

党建领航 聚力发展

“望麓园杯”气排球比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