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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珍爱生命，远离“野泳”
昨日下午6时30分， 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风帆广场亲水平台看到，
尽管岸边竖有禁止下河游泳的警
示标志，却丝毫没有影响到纳凉者
下水，而下水游泳的多数人，均未携
带安全气囊及救生圈等防护设备。
（详见今日本报A06版）

夏季来临， 很多人会寻找清
凉的去处， 下河游泳就是其中之
一，由于江河水面宽，不像游泳馆
那样人头攒动， 且是流动性的活
水， 因此不少人会选择去江河里
游泳，而这也就埋下了安全隐患。

每年因为私自下河游泳而溺

亡的人不少，这其中又以青少年居
多。5月13日， 耒阳市大市镇蒲兴小
学六名学生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时
候私自下河游泳，发生溺水事故，导
致两个女学生死亡。每次出现这样
的悲剧，都是因为大人小孩没有安
全意识，在对水情不了解、且不配备
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城区， 一些水域看似平静
无波，实际上却静水流深，且有时
候由于有船只作业等原因， 造成
一些水底深坑， 形成水面难以察
觉的漩涡，如果不明情况，贸然入
水，便很容易导致意外的发生。而

在农村，不少河流受挖沙影响，也
有大大小小的深坑，潜藏着巨大危
险，另外，一些山塘水库因为在汛期
来临之前，蓄满了充足的水量，水较
以往更深，且水底多为淤泥，一旦出
事，除了很难自救，更给他人的营救
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暑期往往是溺亡事故的高发
期，因为一来学生们都会放假，下
河游泳几乎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
式之一；二来已经进入了汛期，水
位、水流都发生了变化，风险系数
较平常更高。 尤其是不少人仗着
自己水性好， 喜欢前往深水区甚

至不了解情况的流域， 有的还独
自一人且不带防护装备， 将自己
置于危险境地却不自知。这些，都
是造成溺亡事故的主要原因。

跟游泳贪凉相比， 显然生命
更为宝贵，下河游泳时，危险常常
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游泳者事先
做好防护措施， 无疑将为自己生
命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除带好游
泳圈等防护装备外， 值得注意的
事项当然还有很多， 如未成年人
必须在成人的陪同下下河游泳，
游泳者要清楚自己身体的健康状
况， 做好热身运动， 不要酒后游

泳，不要夜游，不要长时间泡在水
里等等。最保险的办法是，尽量去
游泳馆，远离江河。为了保障市民
安全，城区河段要做好安全提示，
管理部门要负好责， 防止市民贸
然下河。而农村也需要做好防范，
学校、 家庭都要对未成年人进行
安全教育， 不让他们在没有大人
陪同的情况下去野泳。

总而言之，“游泳诚惬意，生
命更可贵”，安全第一！希望大家
在高温酷热之下， 能够有足够的
安全意识， 不要因为贪游而导致
悲剧发生。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通知》 部署，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
方案》。《方案》明确，主要对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督导，并
下沉至部分市地级党委和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 对涉及的重点
案件，直接到县乡村进行督导。

督导工作从2018年上半年
开始，到2019年年底，基本实现
督导工作全覆盖。 在督导基础
上，适时开展“回头看”。

《方案》指出，督导工作主
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开展：一
是围绕政治站位， 重点督导党

委和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重要指示和中央决策部
署情况。二是围绕依法严惩，重
点督导扫黑、 除恶、 治乱的成
效。三是围绕综合治理，重点督
导各部门齐抓共管， 形成强大
合力、整治突出问题情况。四是
围绕深挖彻查， 重点督导把扫
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治理党员干
部涉黑涉恶问题， 深挖黑恶势
力背后“保护伞”情况。五是围
绕组织建设， 重点督导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严防黑恶
势力侵蚀基层政权等。

《方案》明确，督导结果作
为对被督导省份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领导干
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据新华社

本报7月5日讯 日前，
省水利厅发出通知， 部署
在全省河道湖泊开展违法
违规设置阻水障碍物排查
清障行动， 将对全省流域
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和常年水面面积在1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及中
型以上水库进行全面排查
梳理。

据了解，此次行动主
要排查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未经水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擅自在河道 、湖
泊、水库管理范围内修建
或越权审批建（构）筑物；
二是在河道 、湖泊、水库
管理范围内修建围堤、阻
水渠道、阻水道路；三是
在河道行洪区、堤身种植
高杆农作物和树木（堤防
防护林除外）； 四是在河

道、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
倾倒垃圾、渣土。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在全
面排查的同时，要按照“谁设
障，谁清除”的原则，边排查、
边整改， 立行立改、 即知即
改， 迅速制定清障方案并组
织实施， 必要时提请当地防
汛抗旱指挥部责令设障者限
期清除。

为确保排查清障工作深
入开展， 省水利厅将把排查
工作成效纳入市州“河长制”
工作考核范畴。对工作滞后、
组织不力、 成果不符合要求
的市州将进行专项督导；对
工作不力、弄虚作假、有意隐
瞒的，将通报批评；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 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龚怡菲 通讯员仰雨菡

本报7月5日讯 今天， 按照党
中央、 国务院关于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的决策部署， 全省14个市州
国税局、地税局正式合并，市州级新
税务机构统一挂牌， 全省382个办
税服务厅涉税业务可“一厅通办”。

市州级新税务机构统一挂牌
“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市（州） 税务
局”。以长沙市为例，新挂牌的长沙
市税务机构为“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市税务局”。

为做好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 确保市州级新税务机构顺利挂
牌，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建
立了一套包括改革工作小组、 专项
组、 联络督导组等为主要内容的机
制；制定了详细的制度规范体系，健
全了全省税务干部上下沟通交流信
息体系。 通过开通12366机构改革
专线等方式征集建议、凝聚共识。

市州级新税务机构挂牌后，全省
税务系统将全面推进税收管理服务
整合，推行实行“一厅通办”、省内通
办、“全程网上办”、涉税事项“最多跑
一次”等多项便民措施，让纳税人充分
享受改革红利。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 各地区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大意义，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摆在优先位置， 坚持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 让乡村振兴成
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乡村
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要
尊重广大农民意愿， 激发广大
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让广
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
以实干促振兴， 遵循乡村发展
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
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
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
度， 落实好惠农富农政策，着
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进一步汇聚全
社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合力，努
力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
美丽家园。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推进会议5日上午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部署落实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提出的各项重点任务， 有关省
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发
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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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市州级新税务机构统一挂牌
382个办税服务厅涉税业务“一厅通办”

7月5日，
长沙市圭塘河
生态景观区二
期， 市民在新
建好的人行景
观桥上通行。
为给市民提供
舒适的出行环
境， 圭塘河上
建设了两座人
行景观桥。目
前， 小桥已投
入使用， 大桥
正在进行亮化
施工， 预计7
月底完工。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