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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长沙市民刘女士
说， 小区游泳馆开放了，“经常
看到有妈妈带着四五岁模样的
小男孩进到女更衣室换衣服。”
盛夏时节， 也进入游泳馆们生
意最好的时候。在长沙，妈妈带
着“年龄尚小”的小男孩进入女
性更衣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详见今日本报A04版）

可以说这个现象是比较普
遍的， 我们经常会在游泳馆更
衣室、 澡堂见到家长带着异性
孩子进入， 给他人造成极大的
不便， 出于个人隐私权利的保
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更衣室
大多没有间隔，在这种环境下，
异性（哪怕只有几岁）的出现都
会给正在更衣的人带来心理上
的不适感， 部分敏感的女性甚
至可能会产生惊吓、 不安的心
理，并可能导致纠纷的发生。这
并非小题大作， 毕竟身体暴露
在异性面前， 任谁都不会感觉
良好。前几天，武汉一位妈妈将
5岁的儿子带进了女性更衣室，
就遭到了多位女士的投诉。

从大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
隐私保护的问题； 从孩子的角
度来说，则是性别认知的问题。
在有些家长看来， 自己的孩子
还小， 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影
响， 但实际上， 孩子从两岁开
始， 就已经初步具有了朦胧的
性别意识，3岁以后， 孩子的性

别意识雏形基本形成， 开始懂
得区分男女性别，并产生好奇。
被带进女更衣室的男性小孩，
不少都是3岁以上的孩子，有的
已经五六岁了， 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正处于认识“男女有别”的
关键阶段，有专家指出，如果经
常带孩子出入异性更衣室，会
引起孩子对异性性别认识的好
奇心或是误区， 甚至有可能导
致孩子在今后的成长中出现性
早熟的情况。

当然， 带异性孩子进入更
衣室有的也是逼不得已， 譬如
害怕将孩子单独留在外面存在
危险，也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
没有同性家长的陪伴。 对于这
些现实难题，游泳馆、澡堂这样
的商业经营场所就要予以充分
考虑， 并增设一些人性化的设
施，如亲子浴池、第三卫生间、
第三更衣室。 在条件暂时不具
备的前提下， 场馆工作人员应
该承担起照看孩子的功能，让
家长免除后顾之忧。另外，还可
通过立法， 推动公共场所配套
建设相关设施， 以法律促进商
家作为。

“带异性小孩进入更衣室”
这个公共场所中的难题， 责任
显然不在家长一方，公共立法、
部门监管以及商家都应该负起
责任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评论员 张英

7月9日下午5时40分许，常
德市鼎城区郭家铺街道三汊湖
村境内，一对母女在回家途中遭
遇雷击，12岁的女儿当场身亡，
母亲受伤仍在医院救治。在雷暴
等极端天气下，该如何避险？

遇雷雨天气， 如果在雷雨

中行走，要注意安全防护，躲开
无防雷设施的建筑物， 避开危
险路段、不要躲在树下避雨、不
要停留在山顶、 山脊或建筑物
顶部、 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
打手机或使用电话上网、 避免
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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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
红来到湖南日报社调研，了解新
闻舆论工作和融合发展情况。他
强调，要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在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中展现湖
南日报人的担当和作为。

调研中， 蔡振红一行参观
了新湖南大厦，观看了湖南日报
社“中央厨房”操作系统的演示，
并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汇报。近
年来， 湖南日报社坚持导向为

本、移动优先，全面推进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等方
面的深度融合。同时，推动“新湖南
云”移动政务新媒体平台建设，目
前入驻的县市区达79个。

蔡振红肯定了湖南日报社在
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舆论、推
进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强调，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闻
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新闻宣传方
针， 坚持把党管媒体原则落实到

所有领域所有环节。 要全力做好
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继续
发挥言论评论的作用， 加强舆论
监督，当好全省舆论场的“中流砥
柱”“定海神针”。要推动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重视新技术，做好顶层
设计，真正实现“融为一体、合而
为一”。要聚焦主责、突出主业、当
好主角， 集中主要精力办报、办
刊、办新闻网站、办新闻客户端，
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贡献力量。

■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韩雪

本报7月11日讯 今日，
经省政府同意， 省国土资源
厅就不动产登记突出问题约
谈常德市、长沙县、桃江县政
府有关负责同志。 会议通报
了国务院办公厅暗访督查组
对常德市、长沙县、桃江县不
动产登记问题反馈情况。被
约谈地区相关负责人汇报了
问题整改情况。 省国土资源
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一鸥对
抓好不动产登记突出问题整
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
组织对10个省（区）100多个
政务大厅进行暗访督查，发现
我省常德市、桃江县不动产登
记需到多个窗口多次排队，群
众办事“来回跑”， 以及长沙
县、桃江县违规收费等问题。

接到问题反馈后，省国土
资源厅迅速发函三市县政府，
要求尽快调查处理和整改落
实。近段时间以来，三市县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责令有关部
门迅速调查处理，常德市已调
整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
长沙县已经停止违规收费并

组织清退了已收费用，桃江县
调整了不动产登记、税务等窗
口，优化了办事流程并停止违
规收费，三市县正对有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

王一鸥在约谈会上强
调，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穿不动产登记工作始终。要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落实《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坚决清
理各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审查、审核、审批、备案环节
和程序；要坚持问题导向，切
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 既要
处理事，又要处理人；要切实
抓好不动产登记作风建设，开
展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
专项整治；要举一反三，加强
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处理；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
关于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有关要求，全面提
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和水
平， 力争在年底前全省不动
产登记工作有根本性改观。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本报7月11日讯 今年第8
号台风“玛莉亚”于今日上午在
福建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1日
至12日，湘东、湘北将先后出现
暴雨或大暴雨， 并伴有5至6级
偏北大风。 省气象台今日16时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省防指决
定， 今日18时启动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

昨天，湖南高温加强扩展，
监测显示，10日8时至11日8
时， 全省最高气温35.4℃，株
洲、 湘潭、 衡阳等11地突破
37℃ ， 最高气温为衡阳县，
37.9℃。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
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5℃-37℃。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外围
云系影响，湖南东部、北部将
迎来较强风雨， 高温有所缓
和。省气象台11日16时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24小
时，长沙、株洲、岳阳及益阳东
部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

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雷雨
时局地短时阵风7-8级； 其他
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
日晚开始， 降雨逐渐减弱结
束，但周末湘西北、湘东南还
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公众
需关注临近预报。

日前，副省长、省防指指挥
长隋忠诚组织召开会商会，研
究部署“玛莉亚”防御工作。

隋忠诚强调， 要突出重点
时段、重点区域和重点工作，抓
好11日~12日湘东、 湘北地区
山洪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防御、
中小河流洪水防范、 中小型工
程防守、城市防涝、矿山保安以
及学校、 景区等人员聚集区域
防洪安全管理等工作， 坚决避
免群死群伤， 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刘雨婷

因存在群众办事“来回跑”、违规收费等问题 我省三地政府被约谈

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专项整治全省展开

7月9日，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全
省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专项整
治整改实施方案》，在全省开展不动
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专项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聚焦不动产登记
窗口为民服务意识淡薄等作风问
题、为民服务水平不足等业务问题、
收取好处费等违反廉政纪律问题等
三方面问题， 结合推进不动产登记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清理、坚决
砍掉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前置环
节、程序和“奇葩证明”，严厉打击内
外勾结、谋取私利、违法违规登记等
行为，使不动产登记“推绕拖”“办证
难”问题得到全面整改。

为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 省国土资源厅成立了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了重点整治的
作风、业务、廉政三方面11个问题、
35种具体表现和76项整改要求，整
治整改任务8月底前全面完成，专项
整治情况将作为市县国土资源部门
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链接

8月底前完成76项整改

蔡振红在湖南日报社调研时强调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展现担当作为

“玛莉亚”来了，我省拉响暴雨黄警
省防指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长沙、株洲、岳阳、益阳将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链接 雷暴天气，这些防范要知道

避免“男童进女更衣室”
需多方作为

7月8日，衡山县毛泽建公园边的冷水井地质灾害处治工程基本完工，山体滑坡地段得
到全面复绿。该处曾经由石场废料堆积而成，是该县地质灾害频发点。为消除隐患，该县投资
1650万元，昔日的地质灾害点复绿后换了新颜。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龙燕鹏 摄影报道

复绿地质
灾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