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9日讯 以迷彩防护
网作伪装，使用化工原料秘密开采
稀土矿，涉案价值达千万余元。记者
今天获悉， 影响恶劣的茶陵非法开
采稀土矿案已于日前告破，9名涉
案嫌疑人全部归案。

【举报】
非法采矿致水污染

今年8月中旬， 有网友发帖举
报， 株洲市茶陵县腰潞镇存在非法
开采稀土矿资源行为。大量的废渣
废水未做任何处理排入下游田地
及随雨水渗入地下，下游水资源受
到严重污染， 鱼塘开始出现大量死
鱼等现象。

与此同时，当地村民联名反映了
这一情况，希望相关部门严查。

【取证】
查封20余吨稀土矿

获悉此事后， 茶陵县国土局联
合县公安局、县环保局赶赴现场，违
法当事人闻讯逃离， 执法人员发现
20余吨非法矿产品，当即予以了查
封。

经现场勘查， 这是一家通过原
地浸矿法提取稀土的非法企业。该
非法企业共计挖掘16个沉淀池和3
个药剂池， 茶陵县环保局当即对各

池内废水、 产品滤出液以及土壤进
行了采样分析， 其中废水中PH、
COD、 氨氮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金属锌略有超标。 经对现场提取的
矿产品样品成分检测， 确认非法矿
产品为稀土矿。

【追查】
秘密开采9月，案值千万余元

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9月
15日，这起非法开采稀土矿案终于
告破，9名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
抓获归案。

经审讯交代，2016年11月初至
2017年7月底， 江西籍犯罪嫌疑人
陈某琰、 刘某玲得知茶陵县腰潞镇

有稀土矿资源后，为牟取暴利，纠集
茶陵腰潞镇犯罪嫌疑人宁某明、宁
某、朱某德、陈某强、陈某、刘某祥、
叶某德等人密谋开采，并商定“茶陵
方占股49%，负责安全、提供场地；
江西方占股51%，负责提供技术、召
集工人”等分工合作事宜。

该犯罪团伙未办理任何采矿许
可手续，利用迷彩防护网作伪装，安
排工作人员放哨， 使用硫酸铵、草
酸、碳酸氢铵等化工原料，采用“原
地浸矿法”秘密开采稀土矿，涉案价
值达千万余元。

目前，陈某琰、宁某明等9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采矿等犯
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记者 李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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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晚， 福彩双
色球第2017106期开奖，
红球开出：12、15、20、25、
27、31， 蓝球开出：02。当
期全国共中出 4注一等
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
我省彩民收获其中1注一
等奖。 中奖幸运站点为：
湘潭岳塘区43029278号
投注站。

近日，幸运彩民罗女
士（化姓）来到了省福彩
中心领取了奖金。这次陪
同罗女士来的是她的家
人，经过交谈，我们了解
到罗女士买彩票也是受
到弟弟的影响，弟弟是一
位老彩民，期期双色球都
没有落下过，期间也中过
一些小奖，罗女士经常跟
着弟弟一起买，一般是采
用机选的方式，有时候时
间充裕，罗女士也会自己
根据走势图采用冷热号
的方式精心挑选几注号
码。而此次中奖的彩票是
一张10元的机选票。

罗女士直言完全没
想到会中得一等奖，她是
在开奖的当天晚上就知
道自己中奖的，当时核对
号码的时候完全不相信，
所以核对了很多遍才确
定确实是自己中了双色球
一等奖，她赶紧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自己的家人，但是没
有一个人相信她，最后还是
她让弟弟自己核对，家人才
接受了这份惊喜。罗女士本

来打算开奖第二天就来领
奖的，可是工作上的事情耽
误了，所以隔了几天才来到
省福彩中心兑奖，而这几天
罗女士晚上都属于失眠状
态。

对于奖金，罗女士已
然做好了打算，给家人改
善生活，当然也会拿出一
部分奖金帮助身边需要
帮助的人。 ■钟琪

跟着家人买彩票，一不留神中大奖

罗女士的中奖彩票

三无企业偷采稀土，下游鱼塘遭了殃
株洲茶陵非法开采稀土矿案告破，涉案价值千万元，9名嫌疑人归案

本报9月19日讯 近
日，经中国民航局批复，已
开通了17条国际航线的张
家界荷花机场正式更名为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标志着张家界机场正式跻
身国际机场阵营， 成为继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之后湖
南省第二个国际机场。此
次更名对提高张家界荷花
机场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 提升张家界的美誉度
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自1997年设立以来，
张家界航空口岸相继开通
了香港、澳门、台湾3条地
区航线和泰国曼谷、 印尼
雅加达、韩国济州、釜山等
17条国际航线。2011年，口
岸扩大对外开放以来，出
入境流量快速增长。2016
年， 张家界机场出入境人
数达29.6万人次，境外旅客

在全年旅客吞吐量中占比
达17.4%， 较2011年增长
39倍，大进大出、快进快出
的口岸“大通关”格局逐渐
形成。

2016年1月，国务院正
式批复， 同意在张家界航
空口岸开放落地签证。同
时，张家界机场免税店、国
际货站陆续投入运营，目
前，国际货站已开通美洲、
欧洲、 澳洲航线及其周边
辐射点航线。

今年6月，国际公用保
税仓顺利开工， 保税仓启
用后， 将有利于促进张家
界搭建高端外向型经济平
台。 国际口岸整体功能的
提升， 使张家界对外开放
的空中门户全面打开，真
正实现与世界的无缝对
接。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邓竹君 张慧

开通17条国际航线
张家界荷花机场添“国际”名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