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环保厅举行
环境应急监测演练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黄亮斌 李艳） 根
据国家环保部统一部署， 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省环保厅今
天在长沙、 湘潭组织开展2011年全省环境应急监测演练。

上午8时50分， 演练开始。 省环保厅接到报告， 一辆危险
化学品运输车在湘潭市昭山地段意外侧翻， 造成危险品泄漏
流入湘江。 8时55分， 省环保厅立即启动省级应急处置预案，
并向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湘潭市环保局、 长沙市环保局下达
应急联动监测指令。

8时57分 ， 有关专家迅速赶到省监测站应急监测指挥中
心， 省环保厅后勤、 分析、 质控、 现场、 综合5个工作小组迅
速集合到位。 9时40分，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现场工作小组赶到
指定应急监测现场， 登上环境应急监测船， 利用等比例采样
器在采样点的三个断面采集水样， 现场获得pH值、 溶解氧等
水质、 水文数据并上报。 10时25分， 样品送达省站， 开始实
验室分析。

11时， 实验室分析结束。 与此同时， 长沙、 湘潭两市启
动应急监测响应 ， 并到各自控制的湘江断面进行应急监测 。
根据后续现场监测结果， 专家小组综合分析评估， 各监测断
面污染物浓度已于11时50分降至安全水平。 12时35分， 现场工
作小组终止现场工作， 演练结束。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刘斌 姚
鹏 记者 李茁）8月15日晚上，高速交警
醴潭大队荷塘中队民警从江西将重大
交通事故肇事驾驶人聂某 （江西丰城
人 ）带回株洲 ，聂某于7月18日交通肇
事致人死亡后逃逸。

7月18日23时许， 高速交警醴潭大
队值班室接到报警电话， 称沪昆高速
公路东往西方向1043KM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男子倒在快速车道上。

荷塘中队民警赶往现场发现， 死者经
后方车辆反复碾压后，已经血肉模糊。
经过对事故现场仔细勘查， 民警只发
现了有几片散落的车辆塑料外壳 ，再
没有任何其他物证。 案发后，民警立即
赶赴江西的赣湘收费站， 调取监控录
像 ，查找嫌疑车辆 ，通过监控比对 ，确
认肇事车辆为蓝色欧曼牌大货车 ，但
事故发生时间段共有87辆车符合上述
特征。 通过调查，民警进一步确定肇事

车辆为蓝色欧曼某型号货车， 受损部
位为左侧车头下方， 最后符合特征车
辆数量缩小到32辆。

7月22日，办案民警兵分数路，前往沿
线各大收费站以及贵州、广西、江西等地，
实地调查这32辆车的具体情况。 7月29日，
民警发现： 一辆牌照为赣CB0310号的货
车有重大嫌疑。8月11日，办案民警来到江
西丰城，在当地交警大队的配合下，一举
将犯罪嫌疑人聂某抓获。

小塘安检站
抓获一涉毒团伙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李维业 胡
津铭） 今天清晨， 担负大运会安保任务的
武警郴州支队执勤官兵与公安民警密切协
作， 在京港澳高速小塘安检站成功抓获一
伙涉嫌吸贩毒人员。

小塘安检站是大运会 “环粤安保圈”
湖南唯一一座公安检查站， 扼守入粤北大
门。 今天清晨6时30分， 一名戴着墨镜的
男子进入安检站的安检大厅后， 看到前方
有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正在对每名旅客进
行严密检查， 立即鬼鬼祟祟地从入口处溜
出了安检大厅。 他的这一可疑举动引起了
武警执勤哨兵的警觉。 当发现该男子从兜
里掏出两包可疑物品扔到附近的垃圾场边
后， 执勤官兵悄悄上前查看， 确认丢弃的
两包可疑物品为K粉 ， 趁其不备一举擒
获。 此后， 根据该男子的指认， 执勤官兵
和公安民警又在安检站抓获了其他6名同
伙。

经初步审讯， 该男子名叫李志疑， 是
广东云浮人， 当天携带两包K粉共57克与
同伴一起， 正打算从湖南回广东。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据了解， 自8月初担负大运会安保任
务以来， 武警郴州支队执勤官兵在小塘安
检站共协助公安民警抓获在逃人犯17名、
吸毒人员41人， 收缴套用车牌32套、 仿真
枪3支、 毒品73克。

南京爱德基金会

捐赠新化154万余元
救灾物资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杨智） 今天， 在省委统战部民宗
处负责人的帮助下， 以南京爱德基金会为主体捐赠的价值154
万余元的棉被、 大米、 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成功捐赠新化， 计划
帮助该县6个乡镇3000户受灾群众。

今年， 新化县连续３次遭受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袭击， 累计
造成53万余人受灾。 此次为新化县捐赠的物资包括149.2吨精
制大米、 3000床纯棉棉被 、 3000床全棉被套 、 3000桶食用油
（5公升/桶）。

4下坑道冒险救人

武警朱坤荣立一等功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廖承雄 贺志云） 武警衡阳市支

队今天传来消息， 近日经武警湖南省总队党委常委会研究决
定， 给勇救3名中毒群众的武警耒阳市中队下士朱坤记一等功。
本报6月25日3版头条以 《坑道里的生命时速》 为题， 报道了朱
坤的英雄事迹。

6月22日21时20分，在耒阳市文体中心，朱坤正担负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晚会安保任务。 获悉附近游泳馆员工资环
生等3人气体中毒昏倒在坑道后，他立即和中队长孙凡伟赶到事
发现场。千钧一发之际，朱坤接过孙凡伟手中的手电筒、矿泉水，
依照紧急施救方法进入坑道救人。 5分钟内，朱坤4次进入坑道，
成功将3名中毒者全部救出，自己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事件发
生后， 驻地干部和群众被朱坤的义举深深感动，100多人自发前
往医院看望慰问。 武警官兵们纷纷表示，向朱坤学习，在执勤处
突、反恐维稳、救险救援的实践中展示卫士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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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县市区
浏阳市 开福区 天元区 攸 县
雨湖区 耒阳市 石鼓区 武冈市
汨罗市 汉寿县 鼎城区 慈利县
沅江市 资兴市 苏仙区 冷水滩区
中方县 新晃县 双峰县 泸溪县

二、 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先进单位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湖南联保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企业联合会
湖南省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长沙天心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益阳市长春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岳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湖南长海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湘潭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湖南麓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长沙县工商联
湖南省湘菜产业促进会
湖南省室内装饰协会
长沙县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望城隆平格塘种粮专业合作社
湘潭县响水乡求实生猪专业合作社
衡阳新衡泵工业园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 湖南省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
肖志鸿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雷希文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曾正安 长沙畅通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长
龙伟里 长沙新长福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
高云安 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唐 岳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学武 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
辜显旺 湖南西城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吴 畏 长沙市实泰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范桥平 贵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伍志红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

刘志成 湖南九华钢材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陈重新 湘潭平安电气有限公司董
事长

何忠诚 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何 标 湖南省衡南第五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冬云 湖南广信电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李东海 湖南省东海五金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志强 湖南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张玉东 湖南省玉峰食品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彭长秀 ( 女 ) 湖南精为天粮油有限公司董
事长

宋冠毅 湖南武陵酒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同生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 荣 港越集团张家界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铁辉 沅江市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建军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董
事长

谢志刚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李步凡 (女) 郴州市裕湘面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陈建波 永州市达福鑫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易建新 永州市双电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汤爱华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王祥军 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陈代富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刘汉勇 湘西自治州丰达合金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干建 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四、 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创业标兵
何 冉 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

限公司网络事业部总监
肖正元 湖南省沙坪建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江林 湖南博爱康复医院院长
蒋燕妮 ( 女 ) 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仲珊 湖南优蜜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黄赛勤 湖南辰泰电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
苏春模 长沙埃尔压缩机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戴跃锋 湖南御家汇网络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定胜 湖南福来喜鹅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杨 柳 (女) 湖南卓扬电路板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
黄展新 心连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吴湘杰 (女) 湖南宇天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金跃兰 湖南奥托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
何朝晖 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自清 湖南金虎有色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余志伟 湖南省志伟钢结构有限公

司董事长
陈历颀 湖南金芒果家居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燕 (女) 湖南华昌纺织集团总经理
黄果成 湖南洞庭柠檬酸化学有限

公司董事长
马 杰 湖南合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危俊杰 常德孤峰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李冠君 张家界冠君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 勇 张家界灵洁绿色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新民 慈利县芙蓉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曹国辉 益阳爱爱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钟 瑾 (女) 益阳市修山钟氏面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王小飞 桂阳县阳山湖农业生态园

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志红 郴州自然人热能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
张 源 郴州汇源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汉平 湖南美星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谭群英 (女) 永州市异蛇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汪义成 怀化万昌中等专业学校理

事长
彭 钧 湖南省天骑医学新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
张青山 怀化亚信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长
吴笃明 湖南吴哥世家服饰有限公

司董事长
谢平光 娄底光华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长
杨琳文 凤凰县松桂坊民族食品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叶春宁 (女) 吉首诚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五、 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工作者
黄朱向 湖南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王晓辉 (女) 湖南省财政厅企业处主任科员
唐素芳 (女) 湖南省统计局工业处处长
李小顺 湖南省工商局个私监管处

主任科员
周双恺 长沙市工信委副主任
杨兴龙 长沙市商务局局长
芮英姿 (女) 长沙市统计局局长
刘剑飞 株洲市经信委主任
罗光杰 炎陵县政协副主席、 经信

局局长
杨胜跃 株洲市工商联主席

郭 晖 湘潭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办
公室主任

楚荣光 湘潭县经信局局长
贺树峰 湘潭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主任
唐 斌 衡阳市经信委主任
周玉兰 ( 女 ) 衡阳市经信委中小企业科科长
王殿生 衡阳市蒸湘区商务局局长
秦立军 邵阳市经信委主任
邓昭亮 邵阳市经信委中小企业科

科长
刘 芬 (女) 隆回县工商联主席
侯岳林 岳阳市经信委中小企业科

科长
田德年 (女) 岳阳楼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

局局长
张友德 常德市经信委主任
沈国华 鼎城区工信局局长
占 凡 (女) 常德市统计局工业统计科科长
林长兴 张家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记
杨永清 张家界市经信委副主任
向伯夏 张家界市工商联副主席
胡正强 益阳市经信委副主任
曹菊生 益阳市经信委中小企业科

副科长
孙冠刚 安化县工信局副主任科员
吴 峰 郴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建军 郴州市经信委主任
谢革非 郴州市财政局局长
余华生 永州市工商联主席
梁邦清 蓝山县经委主任
黄 靖 道县经信委党委委员
唐幼敏 祁阳县经信委副主任
武思元 怀化市政协副主席、 经信

委副主任
向建平 (女) 怀化市政协副主席、 工商联

主席
张在华 溆浦县经信局局长
刘新建 涟源市经信局局长
吴旭平 娄底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

局局长
段子剑 新化县经信局局长
张来林 湘西自治州经信委主任
欧阳旭 湘西自治州发改委主任
麻 超 花垣县人民政府县长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
员 邹蓬 杨晓眉）8月中旬， 总投资达
22.5亿元的岳麓山天马山景区环境整治工
程竣工，正式向游客免费开放。 站在景区
最高处眺望，山水一色，绿意盎然，令人心
旷神怡。 至此，长沙市历经7年，投入近100
亿元精心磨砺的岳麓山旅游区景观工程
全部完工，长沙 “山、水、洲、城”的城市格
局因岳麓山旅游区显得格外秀美。

从2004年启动橘子洲景区开发以

来， 长沙市将包括天马山景区在内的麓
山景区、橘子洲景区、岳麓书院、新民学
会4家4A级景区联合起来，以“岳麓山旅
游区”的名义，创建国家5A级景区，争夺
这一中国旅游行业的顶级招牌。 7年来，
长沙市先后投入近100亿元，对岳麓山旅
游区所属的4大景区进行大规模提质改
造和环境整治， 景区整体形象和品位有
了质的飞跃， 岳麓山旅游区已成为展示
长沙新形象的城市名片。

在加快景观工程建设的同时， 长沙
市按照5A级景区标准， 全面提升岳麓山
旅游区的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 游客满
意度不断提升，通过组织橘子洲音乐节、
环湘江自行车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
海内外充分展现岳麓山旅游区 “湖湘文
化圣地、山水洲城奇观”的独特魅力，景
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日渐提高。近两年，
长沙入境游客数量和收入稳居中部省会
城市第一。

5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旅
游景区， 目前全国的5A级景区不到100
家，国家旅游局将通过各种形式，在境内
外广泛推介所有5A景区，这意味着，夺得
5A级景区这块金字招牌， 等于拥有了一
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和更多的境内外客源
市场份额。 据了解，8月中旬，岳麓山旅游
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已通过省旅游
局验收，即将在8月底接受国家旅游局的
验收。

历时7年 志在5A

长沙百亿投入岳麓山旅游区
《坑道里的生命时速》 报道之后

8月16日， 洪江市国苗幼儿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与家长、 老师做互动游戏。 暑假期间， 洪江市教育局对全市
所属幼儿园进行了安全检查， 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健康成长的环境。 杨锡建 王策富 摄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

民警排查87辆车抓获嫌犯泸溪300万元建沼气工程
本报8月16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杨

玲记者 张湘河） 今天， 记者从泸溪县能
源办获悉 ， 被列入湖南省2010年第三批
农村沼气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泸
溪县益华种猪扩繁有限公司大中型沼气
工程日前开工 。 该工程是泸溪县第一家
大中型沼气工程 ， 年产沼气12.78万立方
米， 年发电量23.36万千瓦， 工程造价300
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