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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陈智勇遗失湖南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证

书编号130331201406000195，

学号 201120112136，特此申

明作废。

遗失启事
醴陵市华安水稻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证件号 051687893。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傅筱璐遗失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

局 2016 年 4 月 7 日 核 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513782，声明作废。

长沙新华电脑学院：探索互联网的下一个未来，四大专业震撼发布！
6 月 6 日，长沙新华电脑学

院“探秘科技·智启未来，长沙

新华电脑学院 2018 新专业发布

会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在明

城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这是一

场互联网职业教育前沿的顶尖盛

会，行业大咖和精英教育从业者

共聚一堂，深度剖析专业前景与

发展趋势，共同逐浪互联网。

在这人工智能、区块链、新

零售等互联网发展风口不断更

新转移，业内风起云涌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淘金者，谁能

有机会成为新一轮赢家？为此，

长沙新华电脑学院 2018 年推出

四大新专业抢先看！

人工智能专业
2018 年两会明确提出要加

强 新一 代 人 工智能 研发 应 用，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催

生了智能机器人、智能家电、智

能网 联 汽 车等 新型 智能产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未来“人

工智能 +”有望成为新业态。

    电子竞技专业
电子竞技作为一个新兴的竞技

体育项目，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并

且成为众多年轻人向往的新行业，

电竞运动员、电竞教练、裁判、主播、

赛事活动组织与管理等工作岗位成

为了电竞爱好者的求职首选。互联

网 + 时代，电子竞技不再是游戏的

代名词，而是一门充满荣耀、值得

奋斗的事业。

VR专业
2016 年以 来， 我国实 现了

VR 虚拟现实技术硬件、软件的

井喷式发展，在核心关键技术

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

部分技术走在了世界前沿。目前

我国 VR 虚拟现实技术在军事、

航天、石油化工、医疗、影视、

电子商务等多领域广泛应用，产

业市场规模已经高达到 160 亿

元，VR 技术作为当今世界最“时

髦”的前沿科技之一，是未来

众多创新产品和应用的基础平

台，市场前景被广泛看好。

新零售专业
新零售是企业以互联网为依

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

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

改造，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

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

售新模式。

长沙新 华电脑学院分别与

湖南森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

南联 创机 器人科 技有限 公司、

澜庭集（浙江）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炫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美

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了专业人才战略合作单位

签约仪式并授牌。

母婴室建设有了新标准 ——

长沙今年新建、提质 70个母婴室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匡春林）母婴室建设有了新标准 。

日前，长沙市总工会制定的《2018

年长沙市公共场所母婴关爱室建

设指导手册 ( 试行 )》（以下简称“指

导手册”）已正式出炉。这本“长

沙版”公共场所母婴室的“建设

指南”，从选址、建设指导标准

到室内设计参考标准、运行维护

标准等，均进行了规范。

根据指导手册，长沙公共场

所母婴室选址建议地点包括地

标景观、风景区、大型游乐场、

体育文化场馆、各级医院、妇

幼保健院、政务中心、办事大厅、

办证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公

共设施和机场、高铁站、轻轨

站、火车站、客运站、地铁站

等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商场超

市、星级酒店、大型写字楼等

商业场所。

该指导手册还兼顾了哺乳期

妈妈的隐私安全。在哺乳设施安

全隐秘空间的规范上，该指导手

册特别规定，门外最好设置告示

牌以提醒他人“使用中”或“男

宾止步”，并建议公共场所将育

婴室及哺乳室隔开。

根 据 部 署， 从 2018 年 起，

长沙将在全市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母婴室的建设，各地区、各

行业要在大型公共设施、交通

枢纽、商业场所以及女职工人

数 较 多、 条 件 较 成 熟 的 企 业、

机关事业单位、经济园区、商

务楼宇逐步建立母婴室，按照

成 熟 一 批、 发 展 一 批 的 原 则，

今年，长沙市总工会将牵头在

全市新增和提质升级 70 个母婴

室，并按照市政府实事工程的

要求，在全市的公共场所选出

10 个标准化母婴室建设点。

“中塞妇儿保健创新项目”在塞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周蓉荣）6 月 5 日，

塞拉利昂“第一夫人”法蒂玛·

比奥、卫生部长乌瑞博士，中国

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经商处

参赞张学谦，湖南省人民医院副

院长李泉清共同出席了在塞拉利

昂首都弗里敦举办的“中塞妇儿

保健创新项目”启动仪式，仪式

由塞拉利昂卫生部首席医务官卡

尔格博博士主持，包含 WHO 在

内的社会各界组织及精英约 200

人参加活动。

“中塞妇儿保 健创新项目”

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办、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和省人民

医院承办。在启动仪式前的一个

月，先遣队员已抵达中塞友好医

院，开展临床带教、课题演讲、

操作演示、免费义诊和疑难病

例会诊等活动。

该项目计划为塞拉利昂培养

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接收 2

名妇产科医师、2 名儿科医生到

省人民医院进行培训；在塞拉

利昂举办“中塞妇儿保健学术论

坛”，为当地妇女、儿童义诊和

普查 100 例；协助中塞友好医院

建立妇儿保健门诊，协助建立规

范性的技术指导和工作流程等。

同时，将为塞拉利昂捐赠包括胎

心监护仪在内的一批设备、耗材

以及药品。

当地电视台、电台、报社等

媒体都报道了这次“充满爱心的

援助举动”。

首届长沙律师节暨微型马拉松赛在橘洲开跑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吴小兵）近日，首届长沙律师

节开幕式暨橘洲微型马拉松

赛在长沙橘子洲开跑。长株

潭地区公检法司等法律职业

代表的约 1200 余名马拉松

选手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开幕式由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湖南省律师协会

全 程指导， 长沙市司法局、

长沙市律师协会主办。首届

长沙律师节以“弘扬宪法精

神、共建法治长沙”为主题，

包含长沙律师马拉松赛、律

师男子篮球邀请赛、律师演

讲比赛、2018 麓山律师论坛、

律所开放周等活动。旨在通

过全市律师的广泛参与，进

一步增强律师的行业认同感、

职业荣誉感、行业归属感和

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升律

师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 悉， 近 4 年来， 长沙

市律师共代理刑事案件 2.32

万件， 民 事 案 件 8.25 万件，

行政案件 5710 件，办理非诉

讼法律事务 11.6 万件，担任

法律顾问 1.88 万家，为推进

法治长沙建设和全面建设现

代化长沙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 通讯员 曹艳红 ) 为进

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健康发展，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让更多群众参与

关注未成年人工作。6月5日，

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开展“关

爱祖国未来，擦亮未检品牌”

检察开放日活动，区教育局、

区妇联、团区委等单位参加

活动。

2017 年，苏仙区检察院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未成年人

案件 15 件 27人，不批准逮捕

8 件 18 人；受理审查起诉未

成年人案件 15 件 26 人，起诉

13 件 24 人；办理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案件 27 件 26 人。

与会人员从打击校园暴力、整

治校园周边环境、模拟法庭

送法进校园、为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等方面，积极为保护未成

年人建言献策，共同构筑关

爱未成年人的网络。

苏仙检察院开放日：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

6 月 2 日，第三届航拍武陵源摄影大赛暨全国媒体记者

摄影采风活动在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景区启动，来自国内近

百名航拍摄影师、媒体记者和第二届航拍武陵源摄影大赛

获奖代表、旅游企业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摄影 / 吴小兵）

图片新闻>>

遗失启事
张杰遗失长沙市

岳麓区丰源食品店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注

册 号 430104600186332

声明作废。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许咏梅 赵志萍）“六·一”儿童节

之际，结合精准扶贫工作，永州

市道县妇联组织开展了走访慰问

儿童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温

暖送到困境儿童的身边。5 月 31

日，道县县委书记刘勇会带领县

妇联，县扶贫办、团县委等部门

负责人来到县福利院看望慰问生

活在这里的孤儿们，给他们送去

了书籍、学习用品和慰问金。慰

问中，刘勇会视察了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消防安全等基本设施，

并与工作人员、孩子们亲切交谈。

之后，一行人又走访了祥霖

铺两河口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何继

林家庭。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

13 岁，患软骨病、不能站立起来；

小的 7 岁，患白血病。刘勇会详

细询问了贫困户近来的生产、生

活状况，了解了孩子的身体状况

和学习情况，并给孩子带去了书

籍、文具和慰问金，表达了节日

的祝福。

道县妇联：走访慰问贫困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