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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讯（通讯员 曾丹）今
天下午， 娄底市娄星区1名7岁的小女
孩不慎掉入一口 10米多深的下水井
中，当地消防官兵紧急救援，成功将之
救出。

14时30分， 娄底市娄星区茶园小
学二年级学生简梦萍与同学放学回家
途中， 经过潭邵高速公路娄底连接线
茶园镇松山村时， 一不小心就掉到了
尚未竣工的潭邵高速公路连接线旁的
下水井里。 10分钟后，接到报警的娄底
市消防支队官兵赶到了现场。 经查看
得知，井口直径仅半米左右，井深10米
多，如不及时救出，小女孩很可能因缺
氧窒息。

官兵们决定用三角吊带实施救
援。 但由于管道直径较小，小女孩呈蹲
姿被卡在井底，无法配合救援，伸手抓
住垂下的吊带。 官兵们立即调整方案，
派出人员下井救援。 一名消防战士主
动请缨 ，在腰上 、腿上绑上安全绳 ，然
后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慢慢下到井中。
到达井底后， 战士发现小女孩被卡主
要是背上的书包挤压井壁所致， 于是
设法将书包弄松，使小女孩不再被卡。

随后，战士将安全绳绑在小女孩身上，
井外战士则慢慢拖拉， 终使小女孩成
功脱困。 救援战士此后也在战友帮助
下升到井外。

据附近群众介绍，由于近期该路段
正在施工，许多下水井都没有设置安全
标志，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所幸此次小
女孩被及时救出，无生命危险。 群众呼
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将下水井设置安全
标志，以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本报10月31日讯（通讯
员 郭秀峰 记者 李军 ）10
月20日，醴陵市检察院以涉
嫌非法经营罪对夏朝梁、孙
家佑、易卫国、易伏强、刘法
根、朱德秋、陈宏国等7名犯
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 此案涉案假烟2万余条，
案值277万余元。

据查， 自2009年8月以
来，夏朝梁、孙家佑、朱德秋
在未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情况下，从其上线购进非
法制造的卷烟，贩卖给易卫
国、易伏强、陈宏国、刘法根
等人，再由他们销售给各自
的下线，形成了一个涉及27
人的违法犯罪网络 ， 涉案
卷烟 2万余条 ， 涉案案值
277万余元。 目前， 该团伙
共有5人被抓获归案， 16人
因不构成刑事犯罪受到相
应行政处罚 ， 另有 6人在
逃 ， 醴陵警方正在进一步
加大追逃力度。

炎陵、衡东全面完成2012年《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本报10月31日讯 （通讯员 黄春平

记者 周怀立 ）截至10月28日 ，炎陵县
征订 《人民日报 》、《湖南日报 》等党报
党刊共3570份， 超额完成株洲市下达
的2012年度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在省、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后，
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随即在有关文件中
批示：“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是重要的政
治责任。 请各乡镇、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认真抓好落实，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
并要求认真做好发行宣传动员工作。

在具体征订工作中，该县重视典型
引路，对炎帝陵管理局等率先完成订阅

任务的单位和支持党报党刊发行的部
门，及时在炎陵电视台等县内媒体予以
报道，使征订工作得以迅速推进。

又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章焱
平 文星 ）至10月31日下午 ，衡东县已
完成2012年度 《湖南日报》 发行任务
1930份，比计划1700份多230份。

为搞好今年党报党刊发行， 衡东
县县委、 县政府早部署， 严要求。 明
文规定全县各级各单位必须把党报党
刊征订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
来完成， 坚持“三个确保”，即确保订阅
任务的完成，确保订阅经费的落实，确

保订阅时间的落实。 县委宣传部充分
做好组织、服务工作，分片分单位抓好
非县财政拨款单位党报党刊征订 ，把
党报党刊订到民营企业、 各类社会组
织 、宾馆酒楼 、居民家里 ，全面消除党
报党刊征订中的“盲区”、“空白点”。 同
时加强与县邮政局、 财政局等单位的
沟通衔接，对票据开具、投递清单等工
作做到一清二楚。 至10月31日下午5时
止， 全县党报党刊征订任务已全面完
成， 县财政拨款单位的征订经费全部
入账， 进入投递清单核对阶段， 比计
划提早了10天。

贩卖假烟
2万余条
醴陵7名犯罪
嫌疑人被批捕

近日，龙山县民政局干部职工在搬运砖块。当天，该局机关26名党员干部职
工带着1.5万元的危房改造帮扶资金、500斤大米和帐篷，来到残疾人危改户罗玉
萍的建房工地上帮工。 今年，该局将帮扶23名特困残疾人完成危房改造。

张海燕 摄

7岁女童落井
娄底消防紧急救人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欢）今天下午，由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主办的中国丹霞世界自然
遗产地授牌仪式在广东省韶关市举
行。 湖南崀山等6处丹霞地貌型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正式领到铜制“世界自
然遗产 ”铭牌 ，获得世界遗产 “身份
证”。

仪式现场宣读了第34届世界遗
产大会8B1号决议。 决议对 “中国丹
霞”的评语这样写道 ：她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从“侵蚀量最小”到“侵蚀量最
大”的地貌演化序列 ，是红层地貌发
育的杰出例证，其地貌的丰富性无与
伦比。 “中国丹霞”以满足第7、8条标
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原主任、教
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 国际地貌学家
协会IAG主席迈克尔·克罗泽教授共
同为中国丹霞6处世界遗产地授牌。

回望一年前的2010年8月2日，在
巴西利亚召开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以“中国丹霞”总名称(包括湖南崀

山、贵州赤水、福建泰宁、广东丹霞山、
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6处丹霞地貌
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申报的世界自然
遗产项目经大会审议通过， 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40项世界
遗产、第8项世界自然遗产。

据了解，“中国丹霞”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名录一年来，品牌的综合效应
日益凸显， 各地保护观念日益增强，
旅游产业迅速升温。 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支持下，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
专业保护委员会也于日前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副厅长王智光表示 ：获得 “世界
遗产”的证书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的
完成，今后将按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有
关法规政策，以更高的标准来开展遗
产保护、管理和利用。

中国丹霞地貌“丰富性无与伦比”

山昨领世界遗产“身份证” 本报昆明10月31日电 （王恺凝）
张家界、崀山、韶山、南岳、岳麓书院、
浯溪碑林、株洲方特欢乐世界……一
幅“好美、好奇、好玩”的锦绣潇湘图
展现在观众面前。 10月27日至30日，
2011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昆明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南展馆以“三
好”吸引了国内外观众。 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的旅游酒店展台数多达10
个，为历届之最。 湖南华天、通程、湘
投阳光等大型酒店集团悉数亮相。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一年一届，
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专业旅游交易会，
今年是第十二届，由国家旅游局和云
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95个国家
及地区的旅游局、 旅行社、 景点、酒
店、航空公司、网络等旅游相关机构

及企业参展。 展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
米 、展位2233个 ，其中国内展位1791
个，海外展位442个。湖南组织了12个
市州、17家旅游相关单位共160余人
的队伍参加。湖南展馆以世界自然遗
产张家界、古镇凤凰为背景，共设26
个展台，面积达216平方米，着重推介
“锦绣潇湘 ， 好美 ”、“快乐潇湘 ，好
玩”、“人文潇湘，好奇”“三好”旅游产
品以及 “大长沙”、“大湘西”、“大湘
南”三大旅游板块。

据湖南代表团团长、省旅游局副
局长刘绵松介绍，今年年底将开通长
沙至新加坡直航，此次参会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开拓东南亚市场，加快走向
国际化。去年境外入湘旅游人数增幅
达10%，今年有望继续保持此增幅。

“三好”湖南亮相
昆明国际旅交会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易禹琳）
“湖南的乡村旅游设施要特色化，管理
要规范化，服务要专业化，营销要品牌
化”。 近日，省旅游局在长沙市望城区
靖港古镇举办了如何加快乡村旅游
发展的名人沙龙， 与会人士一致看好
湖南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潜力， 呼吁
“四化”，助推湖南旅游强省建设。

据省旅游局副局长熊健介绍，由
于湖南的旅游资源主体在乡村， 乡村
旅游是湖南旅游的主力军。 乡村休闲
正成为城里人休闲的一种主要方式，
规模占到湖南旅游的30%。 长沙是全
国农家乐最火爆的城市， 而望城乡村

旅游有希望在全国树起一面旗帜。 他
认为还要提升乡村旅游的战略地位，
强化政策引导，依靠社会力量来兴办。

针对乡村旅游建设倾向同质化
和城市化、产业链短、专业人才少、融
资难等问题，来自省市旅游局、望城
区政府、湖南师大旅游学院、茅浒水
乡、山乡巨变等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
的负责人和专家畅所欲言，认为乡村
旅游一定要规划先行， 注重特色，建
设要景观化，重视旅游的功能，按景
区标准来打造。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
多元化，尽快培养专业人才，整合营
销，打响品牌。

专家学者呼吁乡村旅游要“四化”

10 月
31日下午，
中 国 丹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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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市举行，
图 为 我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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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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