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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板引入“实名制”
本报7月30日讯 古时修墙砌屋，

砖头上都要打上工匠的名字，以确保
建筑质量。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处效仿古法，引入“实名制”，
要求从今年9月10日起， 全市各建筑
工地上的空心板必须打上明显的企
业标识。

空心板，专业名称为预应力空心
板，主要应用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和安置房等多层房屋建筑。 近年来，
全国各地因空心板质量问题造成房
屋质量安全隐患， 引发多起投诉事
件。去年10月，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处开展了空心板质量
安全专项整治， 共有4家企业生产场
地无资质、无税务登记证、无工商营
业执照。部分企业在配筋过程中“以
小代大”，送检采用“特制板”弄虚作
假。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杨骆

列车急停救重病女

本报7月30日讯 昨天凌晨，湘乡
火车站接到广州铁路局调度命令：从
上海南开往贵阳的K833次列车上有
一名19岁的女孩病重， 需在湘乡火车
站临时停车10分钟到医院进行抢救。
凌晨2时30分， 列车到达湘乡火车站。
工作人员和早就待命的医务人员来到
17号车厢， 将这名病重的女孩抬上急
救车，送往医院。一个小时后，经过医
务人员的抢救，女孩转危为安。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彭林 欧阳勇

“出发的时候女儿才出生3天，回
来刚好赶上了她一岁生日！” 我省公安
机关赴利比里亚维和警队队员罗彬感
慨地说。去年7月26日，我省经过层层
选拔， 在6万湘警中挑选出17名民警，
组成维和警队赴利比里亚。 时隔一年，
顺利完成维和任务回国的维和警队全
体队员于7月30日上午顺利返湘。

此次我省维和警队是我国派遣的
第10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队， 成员来
自省公安厅机关、湖南警察学院、市州，
平均年龄35岁， 有12人是第一次参加
维和行动。

出警遭遇武装分子抢枪
与以往维和警队不同的是，我省维

和警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期间经历了利
比里亚总统大选。 利比里亚政局复杂、
社会动荡， 在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
总统大选期间， 街上随处可见游行示
威的人群，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大规模
暴乱。

今年3月10日晚9时许， 警队队员
尹艺龙奉命调查一桩无名女尸案。尹
艺龙和2名尼日利亚籍维和士兵、9名
利比里亚警察赶到现场后， 开始进行
初步勘查。 当晚11时许， 一阵枪声传
来， 随后发现一名尼日利亚士兵被四
名武装分子袭击，一支AK47冲锋枪和
30发子弹被抢走。

尹艺龙随即带着几名警察赶过去
查看，发现被抢的士兵躺在距离警戒车
辆不远的地上，满脸是血，意识模糊。

尹艺龙立刻采取处置措施避免了
更大的伤亡，使得警队全身而退。

联合国颁发和平勋章

在整个维和行动期间，警队队员们
始终面临着物资匮乏、缺医少药、人身
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等多种不利因素的
考验。2012年5月29日（当地时间），联
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在利比里亚首
都蒙罗维亚为我省维和警队颁发了和
平勋章，并举行了授勋仪式。联合国秘
书长特别代表路易斯·安卡因感谢中国
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输送了一支作风优
良的警察队伍，是任务区最专业、训练
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警队。

■记者 陈昂 通讯员 颜英华 孙从如

万里挑一的“防暴高手”回家
他们在利比里亚遭武装分子袭击处险不惊
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

本报7月30日讯 7月22
日， 湘乡市拘留所发生一起
在押吸毒人员死亡事件。今
天下午， 湘乡市委政法委在
网站上通报称，经尸体检验，
初步结论为排除外力致死。

【嫌犯死亡】
警方通报为吸毒拘留

今年7月16日， 湘乡22
岁男子谭某因吸食冰毒，被
湘乡市公安局治安拘留。7月
22日下午6时25分左右，被
关押在湘乡市拘留所第六拘
室的谭某突然倒地， 不省人
事，被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
于当晚9时10分许死亡。

【官方调查】
办案过程无违法违纪

当晚， 湘乡市委政法委
牵头，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
立了死亡原因调查工作组和
善后处置工作组。 湘乡市委
政法委和湘乡市人民检察院
联合组成死亡原因调查工作
组， 对谭某死亡原因及湘乡
市拘留所有无违法违纪行为
进行调查。

通报称， 调查工作组调
查了办案民警、 同监关押人
员、拘留所值班民警、出诊医
师，并调取全程监控资料。现
查明， 湘乡市公安局在办理
谭某等人吸食毒品案以及湘
乡市拘留所关押谭某的过程
中，均无违法违纪情况。

【尸检结果】
初步排除因外力致死

7月25日上午， 死者家
属申请尸检。 湘乡市人民检
察院逐级上报湘潭市人民检
察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
检察院指定长沙市人民检察
院法医主持对谭某进行尸
检。当天，在家属的见证下，
法医对谭某进行了尸检，初
步结论为排除外力致死。

7月25日晚， 联合调查
组向死者家属通报了调查情
况和尸检情况。 通报称，“家
属对此无异议”。

■记者 刘晓波

在押吸毒人员拘留所内死亡
湘乡市委政法委：因吸食冰毒被拘，排除外力致死

▲维和警队队员李
琪和家人团聚。

记者 李丹 摄

▲7月30日， 湖南
公安机关赴利比里亚维
和警队17名队员抵达
长沙黄花机场， 顺利完
成维和任务。

7月25日晚，来新邵县城走亲戚的邓
彬在河边时突然脚下一滑，落入了江水
中。 在河边散步的雷湘君从百米外迅
速冲向事发地点， 跳入湍急的江水中。
在靠近邓彬时，雷湘君被慌乱中的邓彬
死死抱住，雷湘君连呛了几口水，使劲
扳开邓彬的手， 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
用头和上肢全力将邓彬托出水面，奋力
向岸边艰难游去，终于在周围群众的帮
助下，一起将邓彬推上了河岸。

此时，邓彬已昏迷不醒，雷湘君也
因呛水过多出现神志不清等。今年21岁
的雷湘军，系广西柳州某陆军部队一级
士官。目前，雷湘军已脱离生命危险，邓
彬已治愈回家。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通讯员 陈湘 罗亮红 岳赟

7月30日， 步步高集团在郴州打造的
郴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综合体、郴
州第一个超级商务集群———步步高置业·
新天地正式开工奠基。此项目由步步高集
团旗下公司步步高置业倾力打造，项目建
筑面积19.5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9亿元，
该项目将历时2年建成，2013年下半年正
式营业。建成后将是湘南首屈一指的城市
商业综合体。作为郴州市委、市政府重点

规划的“351111”工程中5个城市商业综合
体中率先开建的项目，郴州市委书记向力
力，市委副书记、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瞿
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钟本强等郴州主要
领导都出席了庆典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是郴州首个比肩国
际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其中，步步高集团经
营的购物中心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 是目
前湘南规划的单体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综

合性购物中心。 该购物中心汇聚高科技影
院、儿童乐园、超市和美食广场，兼容高档品
牌旗舰、家庭购物、时尚精品、餐饮娱乐等众
多特色业态和国际品牌。

今年以来，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很
多知名零售企业发展出现颓势，但是面对
此局面，步步高集团旗下子公司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一季度净利润1.37亿元，每股

收益0.51元， 根据公司此前发布的预告，
公司预计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30%-40%。

与此同时，步步高集团的扩张也稳步推
进，与此次郴州项目同等体量的国际化综合
体，还有湘潭、宜春、衡阳、赣州、吉首等几大
项目正在建设，其中宜春、衡阳项目将以国
际化摩尔的面貌在9月份亮相。 步步高商业
连锁的超市业务， 经过国际化团队的主导，
调整整合已经完成，今年将新开门店30家左
右，发展势头迅猛。

步步高开建郴州首座国际化商业综合体，发展持续提速
经济信息

探亲战士冒死救落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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