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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镇江
文旅集团获悉，由镇江文旅集团
打造的萌可可少儿文化部落项
目，先后经市、省初审、复审，被推
荐至国务院文化部（2018 年 3 月
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最终入选
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2018文化
产业项目手册》。

据悉，今年的《文化产业项目
手册》，从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申报的 1450个项目中，精
选收录 492个具有较深文化内涵
和较好商业模式的项目，共涵盖
11 个文化产业重点门类。而入
选的项目将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
产业司指导下，借助各地重点展
会和精品项目交流对接会，进行
大力宣传推介。

镇江文旅的萌可可少儿文化
部落项目，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国

家森林公园、4A级景区——南山
景区北入口，规划占地面积 750
亩，约合 50 万平方米，是文旅集
团打造的，集研学旅游、中华文化
传承、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传统
工艺、爱国主义教育、智力开发、
体能拓展、文创园、博物馆、餐饮、
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体
验基地。萌可可少儿文化部落项
目旨在保护挖掘传统文化，革新
研学旅游，解放少儿天性，提升地
域文化，鼓励大众文创。项目将
重点打造结合镇江文化旅游元素
的研学旅游项目，在此方向上锁
定项目发展突破口，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良好发展模
式，打造镇江文化旅游新名片。

据介绍，萌可可少儿文化部
落项目主要包括七大规划建设项
目，分别是研学旅游基地：文心书

院·六艺馆；城市书咖：金山文咖
总部（文心楼）；休闲娱乐：萌可可
时光火车站；户外拓展：北府校场
户外中心；禅意民宿：国际青少年
营地；文创基地：知行合一文创
园；思想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展示馆。

目前，部分项目已经建设运
营，如文心书院·六艺馆是以交互
体验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性活态文
化场所，依山傍水，茂林修竹，园
林景观，宁静雅致。以古君子的
六门必修课“礼、乐、射、御、书、
数”为整体概念，打造一个以中华
传统教育为宗的完整体系，兼有
博物馆展示体验和研学修习体验
营地。其特色的 6Q检测与培养
系统荣获中国企业培训十佳版权
课程，并已申请美国版权。

（司马珂 杨越）

镇江文旅集团萌可可少儿文化部落项目
入选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文化产业项目手册》

京江晚报讯 7月 5日下午，
两艘游船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
沉没，船上大部分为中国游客。
昨天，记者从市旅游委获悉，目前
我市有 4 名跟团游客位于普吉
岛，但并不在出事海域。目前旅
行社已经与 4 名游客取得联系，
确认安全。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 5 日
下午 5 点 45 分左右，也就是北京
时间5日傍晚6点45分左右，在泰
国南部普吉府，共载有 127 名中
国游客的两艘游船在返航普吉岛
途中倾覆。

市旅游委获知翻船信息后，
第 一 时 间 对 各 旅 行 社 进 行 排
查。我市具有出境组团资质的
旅行社共有 13 家。从反馈的信
息来看，目前只有镇江中国国际

旅行社 1 家有游客于 7 月 5 日抵
达普吉岛。幸运的是，这 4 名游
客都不在出事海域，其他 12家出
境组团社均无团队和客人在普
吉岛。市旅游委已要求镇江国
旅立即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游客
生命财产安全。

昨日，镇江中国国际旅行社
负责人史明告诉记者，我市 4 名
游客参与的是省国旅组织的旅行
团，该团的旅游线路不包括出事
海域。出事当天，这 4 名游客也
不在出事区域。目前旅行社已经
有专人与这 4名游客随时保持热
线联系，确认他们的安全。史明
分析说，出事海域是自由行游客
比较爱去的线路。

另据了解，泰国普吉岛翻船
事故发生后，各大旅行社排查赴

普吉岛游客情况，来自中青旅、众
信、美团旅行、驴妈妈、途牛、携程
等旅游机构的消息称，各机构位
于普吉岛的游客均确认安全。而
截至 7月 6日下午 3点，阿里旗下
在线旅游平台飞猪以及懒猫平台
都有游客处于失联状态。

针对旅游安全，市旅游委建
议，游客在出行时要尽量选择经
过旅游主管部门许可、取得资质
的出境组团社出游；要尽量避开
恶劣天气出游，旅游途中遇到恶
劣天气和地质灾害时，应听从旅
行社的安排，及时调整行程；要
尽量选择跟团游，减少自由行，
出游时要考虑旅游目的地旅游
配套和应急救援等因素，确保出
游安全。 （朱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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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停电时间 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丁卯Ⅱ11200
开关以下,至11201开关；至瑞
泰开关站112开关
停电范围 象山秦家湾西、县
建筑工程公司、康泰花园、江
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公用事
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镇江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
停电时间 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泵站I线24504
开关以下,至245603开关
停电范围 环城路东
停电时间 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姚镇 153 线，
至 153170（Ⅰ）、153170（Ⅱ）、
1531F15 开关；10kV 桥东 152
线，至 1521F35（Ⅰ）、1521F35
（Ⅱ）、1521F40、1521D22开关
停电范围 153线：镇江东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镇江新区
华盛工具厂、大秦胶木厂、姚
桥集镇03号变、姚桥集镇电力
路、姚桥集镇2队南、姚桥集镇
14号变、姚桥集镇06号变、姚
桥镇一 01 号变、姚桥集镇 17
号变、姚桥集镇菜市场、姚桥
集镇 02 号变、姚桥集镇 13 号
变、姚桥集镇 26 号变、姚桥集
镇22号变、姚桥集镇23号变、
姚桥仲家1队、姚桥集镇18号
变、姚桥仲家 01 号变、姚桥集
镇01号变、姚桥集镇19号变、
姚桥集镇20号变、姚桥集镇21
号变、姚桥集镇小区、姚桥集
镇西、姚桥集镇 27 号、姚桥集
镇酱醋厂、姚桥集镇南街

152 线：镇江新区路灯管
理所、江苏昊宸催化器科技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路灯管
理所、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镇江市水业总公
司、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4#、镇江新区路灯管理
所、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路灯管
理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镇江销售分公司、
镇江市飞亚冶金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江南石化配件厂、镇
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姚桥镇一 03 号变、姚桥镇
一 04 号变、姚桥东川赵家、姚
桥大东 07 号变、姚桥大东 09
号变、姚桥东川 10 号变、姚桥
东川洪家村、姚桥东川 08 号
变、姚桥东川09#、姚桥东川07
号变、姚桥东川 06 号变、姚桥
镇一 05 号变、姚桥东王庄、姚
桥集镇28号变、姚桥文化中心
停电时间 8: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金 阳 Ⅱ 线
54213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县谏壁职业中学、
京口区国明建材经营部、镇江
培蕾基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连镇铁路项目经理部二分部、
镇江市丹徒区城市管理局、谏
壁黄丝湾村东、谏壁黄丝湾、
谏壁于山小学、谏壁纪家电站
西、谏壁蒋家站西、谏壁于山
纪家电站、谏壁纪家村北、谏
壁纪家电站南、谏壁禾家庄、
谏壁禾家庄徐家、谏壁黄丝湾
新村西、谏壁黄丝湾新村、谏
壁上下张组南、谏壁东彪、谏
壁职业中学、于南果园

京江晚报讯 7 月 3 日下
午6点多，4名男子晚饭间一时
兴起，决定“组团”去偷鱼，不
料被当场发现。逃跑中一人
竟将鱼塘承包人打伤。

记者了解到，丹徒高桥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
场，当场抓获两人，并连夜将
已 逃 回 暂 住 地 的 另 一 人 抓
获。打人者陈某连夜逃回了
老家泰州，7月 4日晚 8点多到
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调查，该 4 名男子均在
当地某船厂打工，当晚在一
起吃饭喝酒。陈某提议“搞
点鱼来给大家加餐”，得到大
家的赞同后，4 人带上陈某刚

从泰州带来的电捕鱼工具去
电 鱼 。 在 高 桥 东 江 边 大 堤
外，他们发现一处面积较大
的鱼塘，水面上还架有专门
投喂鱼食的设备，推测该鱼
塘有不少大鱼。陈某操作电
捕鱼设备下鱼塘电鱼，其他
三人帮忙收鱼、望风。岂料，
这一切都被鱼塘承包人王某
在家中的监控上发现。王某
立 即 驾 车 赶 到 鱼 塘 予 以 阻
止，4 人见状慌忙逃离。其
间，陈某捡起石块将王某头
部砸伤后逃走。

陈某因涉嫌抢劫，目前已
被刑事拘留。

（邓欢 韦雅君 曹海滨）

京江晚报讯 4日16时35分
许，位于丹阳市 122 省道司徒镇
全州丁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有
一名女子被困，另有一名女童受
伤，两人均无生命危险。昨天，消
防部门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事情详
情。

接到报警后，云阳中队火速
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官兵发现一
辆货车与一辆轿车相撞，轿车上
一人被困，轿车内一名女童已经
被送医。轿车车头严重变形，一
名消防人员立即利用扩张器，顶
杆扩大驾驶室空间，将被困女子

救出。女子腰部受轻伤，随即送
往医院救治。

货车驾驶员介绍当时情况
称，该货车由丹阳向句容方向行
驶，女子驾驶福特轿车从村口驶
出，两人均避让不及，两车相撞。

(周磊 张家祥 张驰川)

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发生翻船事故

我市4名跟团游客位于安全区域

大货车与轿车相撞 导致两名女子受伤

7 月 4 日开始，京口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流
通领域电动自行车进行
专项整治。此次共检查
涉及电动自行车经营企
业 26 家，售后维修点 3
家，签订责任承诺书 11
份。下一步执法人员还
将加强巡查次数，加大抽
检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王呈 施宇飞 摄影报道

席间喝到兴起 偷鱼加餐被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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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乐彩（第18078期）
中奖号码：4 14 15 16 24 29 30+6
福彩“3D游戏”（第18180期）
中奖号码：7 6 1
福彩“15选5”（第18180期）
中奖号码：1 5 7 9 12

福彩中奖号码 体彩中奖号码
七位数（第18103期）
中奖号码：8 5 9 5 2 7 2
体彩“排列3”（第18180期）
中奖号码：4 3 3
体彩“排列5”（第18180期）
中奖号码：4 3 3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