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 记者从
长沙市环保局了解到，长沙市环境监
察支队昨天组织全市开展集中执法
行动，对全市化工行业、浏阳河沿岸
工业园区、 工业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据悉， 全市共计出动执法人员180余
人次，立案查处34家“问题户”，其中
望城区18家。值得注意的是，经查，此
次高新区的长沙紫竹龙食品有限公
司无环保审批手续， 擅自开工建设，
被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易丽平

长沙市环保局
查处34家“问题户”

3月24日，湖南沙
坪天利湘绣公司将一
幅卡漫绣像《里皮》送
给国足主教练里皮，用
代表湖湘文化的湘绣，
表达对他的祝贺和敬
重。该作品高0.6米，宽
0.4米， 由胡义平和胡
凤琳两位湘绣工艺大
师历时12个工作日绣
制完成，以动漫风格生
动诙谐地刻画出里皮
睿智的形象。

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3月24日讯 桃花妖娆竞
相开，赏花祈福炎陵来。今天，炎陵县
中村瑶族乡车水马龙，第二届桃花节
在这里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桃花
节开展“桃花仙子古装走秀”、“人面
桃花摄影大赛” 等特色主题活动。从
1987年引进上海农科院“锦绣黄桃”
品种， 到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炎陵黄桃”走过30年历程。
借道桃花节, 当地果农和各路客商
展开“炎陵黄桃”供销对接或开展乡
村生态人文旅游合作。 ■记者 梁兴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
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发布《质检
总局关于公布获得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名单的公告》。公
告表示，根据《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评定通则》 等规定，全
国范围内批准125项产品为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从即日起
开始实施保护。

记者注意到，此次，湖南
省有多达13项农产品被列入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名单，标
志着湖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
护实现了零突破。 这其中，就

包括了靖州茯苓、杨梅、香姜以
及来自湘西自治州古丈县的多
个公司生产的古丈茶叶。

据了解，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的定义为在生命周期中符合
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
要求并具有原产地特征与特性
的生态良好型产品。通过评定的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允许加贴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有利
于跨越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贸
易壁垒，其生态性、原产地特性
也更容易赢得全球消费者的认
可。 ■记者 朱蓉

我省13项农特产
获批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借道桃花节

炎陵黄桃走出去

3月22日上午，由中国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夕阳
红为老服务项目管理委员
会主办、全家福国际集团、
老妈乐商贸有限公司承办
的“温情系天下 爱心献中
华”———全家福“温暖中国
行” 大型慈善公益活动在
衡阳晶珠广场云顶国宴饭
店举行， 为雁峰区福星敬
老院、 蒸湘区呆鹰岭敬老
院和石鼓区角山敬老院
190人(其中三无老人20人)
进行捐助。 全家福集团张
洋经理向衡阳市民政局慈
善办捐赠价值10万元的物
资， 现场还给部分老人发
放了慰问金。

据了解，“温情系天下
爱心献中华”———全家福
“温暖中国行”大型慈善公
益活动已在我国百余所城
市展开， 长期对需要帮助
的敬老院及老人给予生活
物品和器械的捐赠， 为老
人们送去温暖， 并呼吁社
会各个阶层更多人去关注
老年人， 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2017年3月，“全
家福”集团集千万资金，在
全国20个省份组织100场
贫困老人的慈善捐赠活
动， 弘扬全社会敬老爱老
的正能量。

作为“温暖中国行”的承
办方，全家福国际集团是一家
集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科技
创新、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
行业于一身的综合性产业集
团。 集团下设五大运营板块，
数十家子公司。从衣食住行到
居家养老，从旅游服务到文化
娱乐， 从教育培训到生产加
工，全方位、全身心地为中老
年人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提
供高品质的服务。集团响应国
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
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
中老年人网络购物平台，通过
线上购物、线下服务的经营模
式，创造性地开启了全新的消
费资本运营时代。本次“慈善
中国行”就是针对全国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扶持的600
家敬老院给与捐赠支持，并通
过此次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
们献上爱心，呼吁更多人去关
注老年人。

全家福集团张洋经理表
示，全家福“温暖中国行”慈
善活动将对各地的特困及
“三无” 老人提供帮扶和救
助，让老人感受到社会关爱，
让他们安享晚年。同时，全家
福集团还将在全国各地展开
公益宣传， 唤醒每个公民的
社会责任感， 让社会充满温
暖的正能量。

湖南首个食药、环境
联合检察室设立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浏阳市
人民检察院食品药品环境资源检察
室在浏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挂牌成立。 这是全省检察机关首个
派驻食品药品、 环境资源领域的检
察室。揭牌仪式后，检察机关与市场
和质量监督部门对该市食品企业进
行了联合检查。

浏阳市人民检察院食品药品环
境资源检察室整合了该院侦查监
督、民事行政检察、林业检察等多个
部门的工作力量， 进驻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办公后， 将加大对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破坏资源
案件的查处力度。 ■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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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大家都
看见了，这儿有位乘客发病了，
咱们先送他去医院， 行不行？”
今日早上，长沙203路公交车上
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突然发病
抽搐， 驾驶员吴亮星立即征求
其他乘客意见， 随后将公交车
直接开往了附近医院。

上午， 记者联系上了吴亮
星。“是早上6点40分左右发生
的。”吴亮星回忆，当时他驾驶
的公交车是从星沙发车开往汽
车西站， 开到烈士公园西门附
近时听到后面乘客在喊“有人
发病了”，他马上停车查看。

“发病者是一名60岁左右
的老人，坐在后排，当时他正在
抽搐。”吴亮星马上与车内乘客
进行商量， 先把发病的乘客送
往附近的医院。 在征得乘客同
意后， 吴亮星把公交车开到了
附近的长沙市第一医院。

把车停到医院门口后，吴
亮星马上跑到医院喊来了医护
人员，并推来了一个担架。但这
时意外出现了。“当我联手乘客

准备把老人家扶下车的时候，谁
知道他竟然挥手拒绝了。” 在多
次尝试后， 老人一直拒绝下车，
无奈之下吴亮星只好让乘客先
下车转乘下一班车并拨打了
110，向民警求助。

“老人家说话是外地口音，
不像是长沙人。因为当时车内乘
客比较多，我也没注意他是从哪
个站上的车。”吴亮星说，等民警
来了后，他和民警一起把老人送
到了医院里。等老人在医院进行
检查的时候，吴亮星才回到公交
车上，开往下一站。

在采访期间，吴亮星一直在
说，要表扬一下车上的一名女乘
客，“在我开车往医院的路上，这
名女乘客一直在老人边上扶着
他，还不时地给他掐人中。谢谢
这位好心人，也谢谢车上所有好
心的乘客。”

下午，记者来到医院，患者
因正在治疗婉拒了采访。

■记者 丁鹏志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奖

励30元）

本 报 3 月 24 日 讯
2018世界杯预选赛中韩比
赛的当天上午， 湖南省公
安厅通过微博互动， 成功
帮助滞留韩国的旅客小田
回国。这是今年春节以来，
湖南公安新媒体第三次连
通境外， 演绎跨国救助的
故事。

警方助滞留旅客回国

“麻烦你们， 我好想回
国啊！”3月23日上午，@湖南
公安在线值班编辑收到这
样一条私信。原来，湘籍游
客小田在韩国度假，不慎遗
失了护照，希望湖南省公安
厅可以帮助她尽快和驻韩
国大使馆领事部确认身份。

焦急万分的小田将个
人电子资料提交到大使馆
后， 想到湖南省公安厅春
节期间通过微博互动，成
功为国外遭劫旅客解困的
消息， 也寻思着在微博上
私信@湖南公安在线，请求
湖南省公安厅尽快帮忙确
认信息， 渴望及时拿到临
时旅行证飞回祖国。

值班编辑一边通过微
博与小田保持联系， 一边
将情况反馈给湖南省公安
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公
民出国境工作处处长张云
峰。 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

出入境管理局立即对来自驻
韩国大使馆领事部的信息审
核请求进行核查， 并于11时
15分许反馈给驻韩国大使馆
领事部 ， 妥善地解决了小田
的难题。下午5点，@湖南公安
在线与小田通过电话联系，
确认她已在回国的路上。

新媒体三次为游客解围

这是今年春节以来，“湖
南公安在线” 新媒体第三次
通过微博互动帮助境外中国
旅客回国了。

“境外遇到类似情况，应
该第一时间与当地大使馆联
系。”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
入境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旅
客可以通过所在国的中国大
使馆或领事馆办理旅行证。

在护照丢失的情况下，
旅行证是游客回国通行的凭
证。该负责人说，使馆一般通
过邮件与游客户籍所在的省
级公安核实信息。

@湖南公安在线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今年的三起求
助事件中， 都是游客主动通
过微信、微博联系到警方。警
方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人口与
出入境部门核实信息， 并及
时反馈。事实证明，三起求助
事件中， 游客都在当天就办
理好了回国手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禹亚钢

湘妹子在韩丢护照，湖南警方助解围
湖南公安多次微博远程助旅客回国 提醒：遇到类似情况，可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大使馆

六旬老人突然发病
公交车直接开到医院
司机乘客联手救助，老人开始竟不愿下公交

全家福“温暖中国行”
大型慈善活动走进衡阳

湘绣《里皮》
赠里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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