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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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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核机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尊严、权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高

政府治理能力。要进一步明确行政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范围、主体、程
序、职责和责任，建立健全程序完备、
权责一致、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合法
性审核机制，确保所有行政规范性文
件均经过合法性审核。

《意见》指出，要确定纳入行政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标准和范围，
明确具体承担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核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审核机构

要充分发挥合法性审核机制对确保行
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把关作用，
认真履行审核职责，根据不同情形提
出合法、不合法、应当予以修改的书面
审核意见，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
加审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未经
合法性审核或者不采纳合法性审核意
见导致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
员的责任。

《意见》提出，健全审核工作机制，
提高质量和效率，积极探索利用信息
化手段推进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核机制建设，完善合法性审核管理信
息平台。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作为本地区、本部门行政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切
实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机制建设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工
作制度，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核能力建设。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
建设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内
容，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
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
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激
励，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及时督促整
改，对工作中出现问题造成不良后果
的依纪依法问责。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

“死的人太多了，满江的血水。”尽
管已经过去84年，但战况之惨烈仍清
晰印刻在百岁红军刘惟治的脑海中。

老人记忆中最惨烈的战役，指的
是红军长征中的血战湘江。

1934年 11月下旬，始自赣南的
长征已40多天了，连续突破三道封锁
线的中央红军抵达广西境内全州、兴
安一线的湘江边。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大军在
湘江两岸围追堵截。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
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28日，红1、
红3军团各一部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
到湘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
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设起5座浮桥。

但是，中央军委纵队行军速度极
为缓慢，80多公里足足用了4天时间。

11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向红
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

11月30日，坚守界首以南高地
的红 10 团一天之内牺牲了两任团
长，向江边运动的部队在敌机猛烈轰
炸下成片倒下。刘惟治所在的红1
军团1师1团，就是在这一天赶到湘
江边增援的。

12月1日，战斗进入最关键阶段，
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红军12个师
中，只有4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

江。西岸的8个师，随时面临被围歼的
危险。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在两个小
时内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命令全力阻
击进攻之敌，确保西进之路畅通。

这一天，红军广大指战员同国
民党军展开激烈搏杀，鲜血染红了
滔滔湘江水。

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
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掩护主力的红
5军团34师、红3军团18团则被阻断
在了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29岁的

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扯
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锐减到
3万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失
利，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彻
底破产的重要标志，为之后召开遵义
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
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
想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血战湘江：红军长征中最惨烈之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日证实，一名在华加
拿大公民因非法就业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处
以行政处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一
位名叫萨拉·麦基弗（Sarah Mciver）的加拿大
英语教师近日在中国被拘押，你能否确认？她
被拘押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被拘押在哪里？

华春莹说，近日一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
因非法就业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
具体情况请向相关公安部门了解。她说，中加之
间保持着畅通的领事沟通，中方将为加方正常履
行领事职务提供必要协助。

外交部证实

一名在华加拿大公民
因非法就业受行政处罚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0日就美国签署涉藏消极法案发表谈话。

她说，中方对美方执意签署美国国会通过
的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表示坚决
反对。正如中方多次指出，该法案严重违反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
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
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

“必须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
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华春莹说，中国西藏
和其他四省藏区对各国人士是开放的。2015
年以来，仅美国访藏人员就将近 4 万人次。
同时考虑到当地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因
素，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一
定管理措施，完全必要，无可厚非。“美方有关
法案对中方的指责罔顾事实、充满偏见，我们
对此绝不接受。如果美方将该法付诸实施，
必将给两国关系及双方重要领域交流合作造
成严重损害。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
护自身利益。”

华春莹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西藏也会越来越开放。中方欢迎更多
外国人士到中国西藏地区访问、旅游、经商，这
一政策不会改变，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和相关规定，履行必要手续。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
敏感性，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得
将该法付诸实施，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
美方负完全责任。”华春莹说。

就美国签署涉藏消极法案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

全面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征管办法
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公告
明确

为了尽可能使居民个
人日常被扣缴义务人预扣
预缴的税款与其年度应纳
税款接近，同时便于扣缴
义务人和纳税人顺利适应
税制转换

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个
人所得税，日常采取累计预扣法进
行预扣预缴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个人所得税，采取基
本平移现行规定的做法预扣预缴

考虑到综合所
得预扣预缴个人所
得税额与居民个人
年度综合所得应纳
税额的计算方法存
在一定差异

居民个人预缴税
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之
间的差额，年度终了
后可通过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申报，税款多
退少补

国家税务总局20
日发布公告明确了全
面实施新个人所得税
法的征管办法，确保

新 旧 税
制 平 稳
过渡

制图/王凤龙（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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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为民建水利

潺潺清泉流进千家万户，浸润百姓
心田；条条渠道通向田间地头，灌溉着希
望田野……兴水、治水是国家民生基础
工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奠基石。

水，是生命之源。三亚地处低纬度，具
有日照时间长、终年气温高，降雨变率大、
蒸发量大和干湿季分明等特点，加上工程
性缺水等原因，导致部分地区供水不足。

“三亚赤田水库是以城市供水为主，
灌溉、河道生态补水和防洪综合开发利
用的中型水库，在三亚东部地区水源供
水方面起关键性作用，城市供水量占
50%以上。”三亚赤田水库供水灌溉工程
管理处主任陈多能说，随着三亚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海岸”海棠湾建
设日益兴盛，水库的供水需求逐渐增
多。三亚全市供水不足、海棠湾灌溉缺
水等矛盾日渐凸显。

水，也是村民丰收的源泉和希望。
三亚南田农场上园村村民高雄至今还
记得，过去因沟渠缺水，家里的8亩田

难以种植，收益受损，“我们村民只能通
过到别处抽水、打井等方法进行灌溉，
很不方便。”

由来已久的缺水问题，制约着三亚东
部地区的发展，也影响着周边百姓的日常
生活，兴建水利工程迫在眉睫。对水的渴
盼，坚定了三亚全力解决缺水问题的决
心。三亚市水务局经过多次调研、论证，
提出建设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的方案。

2015年10月，由三亚牵头，协同保
亭、农垦及工程参建方强力推进，三亚市
东部供水工程项目开工建设。然而，该
项目建设存在管线路多为山涧、沟渠、洼
地，无路可行，地况复杂，地域跨度大，征
地和施工难度极大等情况。经过多方共
同努力，一路攻坚克难，项目建设得到快
速推进。

三亚民生水务设施日趋完善，加快
打通了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作为
赤田水库的原水补水工程，三亚市东部
供水工程原水部分已于 2017 年 10 月
28日全部竣工，目前日供水量为15万
吨。三亚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市东部供水工程运行后，提高了赤田
水库的供水保证率，青田水厂和海棠湾
水厂的供水保证率达97%，灌溉区供水
保证率达90%。

水系连通，供水工程发挥大效益

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包括哪些部
分，是如何对赤田水库以及青田水厂和
海棠湾水厂进行补水的？

“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包括渠首枢
纽、补水管线、分水池枢纽等三个部分。”
三亚赤田水库供水灌溉工程管理处副主
任邢孔东说，该工程不仅为三亚赤田水
库、青田水厂、海棠湾水厂提供原水补给，
还具有调配三亚东部地区水资源的功能。

“简单来说，三亚东部供水工程是一
个引水工程。引进了藤桥东河下游的
水。”邢孔东说，渠首枢纽部位处建有放
水闸门，打开闸门，藤桥东河下游被自然
引流进来。

“整条补水管线道长度约10公里。”
邢孔东说，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沿线地

形微波状起伏，地形总体地势东北高、西
南低，呈波状延伸，补水线路沿原灌溉渠
道，采用重力方式输送至分水池枢纽。

在分水池枢纽处，河水滚滚而入。
通过分水池枢纽工程对水量进行调配，
输水至水厂和下游灌区。三亚东部供水
工程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补水，二是
水系之间的连通。

“赤田水库水源来自藤桥西河，而三
亚东部供水工程的水源则引流自藤桥东
河，赤田水库坝下建设分水池枢纽，实
现了藤桥东河、西河供水联合调度，以
便互通有无，是三亚水系连通的重要项
目。”邢孔东说，该项目保证了赤田水
库下游1.2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和东部地
区的城市供水。

补水，即在生产用水量相对紧张的
情况下，通过三亚东部供水工程，补偿
赤田水库向赤田灌区供水的不足；同
时，作为青田水厂和海棠湾水厂的备用
水源，承担应急供水任务，输水量为每
秒2.2立方米。“自从三亚东部供水工程
建设好后，就算在干旱天气也能保证农

田灌溉用水的供应，农作物‘喝水’及时，
长得也很好。”高雄兴奋地说。

三亚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三
亚东部供水工程有效解决了三亚东部地
区供水不足、年际间丰枯不均等问题，增
强了应对季节性缺水和防治自然灾害的
能力。

多举措，管理水利工程渠系

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管水，
也是三亚东部供水工程的重要一环。

“我们一共有10名工作人员，每天轮
流负责渠首枢纽、分水池枢纽的巡察与
管护。”由于常年在烈日下工作，新民坝
管理所所长肖铭驹的皮肤黝黑，加上日
常要对补水管线进行检查养护，他手掌
粗糙，掌心长满了老茧，“只有建管并举，
才能保障百姓长期受益。”

组织全市180余名水库管护员集中
技术培训、启动赤田水库创建国家级水
管单位建设、指导天涯区开展小型水库
水雨情及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近年
来，三亚市水务局不断加强中小型水库
管理，逐步完善水库安全运行规范化、标
准化、程序化、信息化运行管理工作。今
年9月26日，全省水库管理和农村供水
工作培训会议在三亚市召开，三亚水库
运行管理经验在全省推广。

赤田水库是三亚市重要的饮用水源
地，而赤田水库的上游流域又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县域内。

如何保护好水源地安全，三亚也开展
了不少有益尝试。近来三亚和保亭逐步
探索建立生态协调长效机制，解决赤田水
库三道源头饮用水源区居民生活污水直
接排放赤田水库问题，保亭建立三道污水
处理厂，由三亚采取生态补偿补贴方式，
支持保亭做好三道污水处理厂运营工作，
共同保障水质安全和水源地环境。

三亚市水务局局长马育红表示，将
加强三亚中小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
护，推进工程在运行管理、维修养护、技
术服务等方面朝着专业化、集约化发展，
推动各项水务工作取得新进展，让水利
工程更好地造福百姓。

（本版策划/撰文/图片 惠玲）

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推进水系互连互通

条条水渠 畅通民心

远看，群山莽莽，连
绵起伏；近看，一泓碧
水，绿树掩映。

三亚市东部供水工
程的渠首枢纽部位，也
是三亚市水务局从藤桥
东河新民坝引水至赤田
水库灌区进行补偿供水
的重要枢纽。三亚市东
部供水工程于 2017 年
12月 15日通过工程竣
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通
过经济、高效、安全、稳
定、可靠地调度三亚东
部地区水资源，推进了
三亚江河湖库水系连
通，构建起“丰枯互济、
调配自如”的原水供水
体系。

近年来，三亚市水
务局不断完善水务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各项水
务工作取得新进展，为
三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分水池枢纽部分。三亚市东部供水工程渠首枢纽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