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围观拍摄？民警要习惯“镜头”下执法
公安部推出民警执法规范 全国公安民警首次通过视频形式，就一线执法难点和困惑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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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规范，民警执法时应
随身携带警察证；

在查验身份证时，如执法
对象不配合，应告知其有义务
出示身份证件并接受查验；没
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可提供驾
驶证、护照等有效证件，也可以
报出身份号码等信息；

面对群众围观拍摄，在拍
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
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
在“镜头”下执法。

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

国家减灾办副主任、民政部救灾
司副司长杨晓东26日表示，河北部分
地方近日遭受暴雨袭击，受灾情况严
重程度超过预想，防灾、抢险救灾工作
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究其
原因，除了此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
峰值高等客观因素外，也存在一些地
方干部麻痹大意、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主观原因。

已20年没遭过这种强度的洪水

杨晓东在 26 日民政部举行的第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分析说：“今
年河北遭受的此次降雨确实范围广、
强度大、峰值高，很多地方降水超过历
史数据。河北一些乡镇地处山区，地势
比较险峻，居民居住也很分散，加上强
降雨、山洪来临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大
量的群众来不及转移，造成了人员的
伤亡。强降雨造成部分地区通讯、电
力、交通中断，通讯预警不畅，信息不
能及时发出，延误了转移和搜救时间。
此外，河北这些地区从1996年8月洪
灾以来已经 20 年没有遭受过这种强
度甚至次于这种强度的洪水，因此，防
洪能力严重不足。”

滥采乱挖等，造成行洪能力差

但他同时强调，此次灾害损失如
此严重，也存在着主观原因。“这些地
方多年没有发生这么大的洪水，一些
地方干部可能有麻痹大意的思想，一
些干部群众包括企业员工防洪意识也
比较薄弱，缺乏防洪避险经验，加之人
为滥采乱挖、侵占河道、泄洪道修路建
房，造成行洪能力差。个别地方的领导
干部在责任落实上是不到位的，重视
不够，预判不足，对险情应对不力、处
置不当，防范措施不到位，怀有侥幸心
理，工作当中存在这些薄弱环节。”

杨晓东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继
续全力以赴，密切关注各地灾情发展，
视情及时启动响应，安排下拨资金物
资，帮助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
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
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好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 据新华社

记者26日从邢台市公安局了解到，
7月19日，邢台市遭受特大暴雨洪灾侵
袭，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期间，共有三人
因散布谣言受到公安机关处理。

据公安机关介绍，侯某某（男，35
岁，临西县人）在百度贴吧散布多个水
库放水虚假汛情，制造恐慌情绪。

单某（女，30岁，籍贯邢台威县，现在
邯郸工作），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虚假消息
称，邢台淹了6个村庄死了700多人。

史某（女，27 岁，邢台市桥东区
人）在微博中故意夸大灾区死亡人数。
这些行为对抗洪救灾秩序以及灾区社
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邢台市公安局依法对违法行为人
单某、侯某某、史某进行传唤、询问，单
某、侯某某、史某对故意编造传播虚假
信息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分别作出将单某移交邯郸公安机
关进行治安处罚，侯某某治安拘留 5
日，史某进行教育训诫的决定。

据新华社

民政部分析河北局部受灾惨
重：防灾救灾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晚上大量群众来不
及转移，造成伤亡”

河北警方依法处理
3名洪灾期间散布谣言人员

如今的紫禁城，必不可少地要融入
现代化元素，使用一些与古代不同的建
筑材料。

排水系统也是如此，单霁翔介绍，
故宫在保护和保留原有雨水系统的同
时，也需要建设完善污水排放系统，实
现雨污分流。

据介绍，目前故宫博物院内部排水
系统已经形成雨污分离的两套排水系
统，污水系统是同市政管网相连的单独
管线，排水系统仅用于排除雨水。

安徽原副省长杨振超
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纪委对安徽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
杨振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杨振超违反政治纪律，对抗
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接受宴请，公款旅游；违反组织纪
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
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涉嫌贪污犯罪，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
犯罪；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
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杨振超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
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
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
定给予杨振超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
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据新华社

故宫制定排水提升计划，推进“破新回旧”工程加强渗水排水能力

■将用4至5年时间完
成全院排水系统清理
■明年全部恢复“旧”地
面，改回传统砖石材料，
提升排水渗水功能

“排水提升计划”

近日，近 600 岁的紫禁
城因京城连日大雨成为关注
焦点，特别是一组大暴雨时
故宫博物院内地面未现明显
积水的照片，展示了“千龙出
水”的景象，令网友为故宫的
排水系统点赞。对此，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25日表示，
这不仅体现了古人建筑营造
的智慧与匠心，也体现今人
保护文化遗产的执著。

25日，故宫博物院专门
“起底”古排水系统，表示已
制定排水提升计划，将用 4
至5年时间完成全院排水系
统清理。同时，故宫正在进行
地面的“破新回旧”工程，将
水泥、沥青路面恢复成传统
的砖石建筑材料路面，提升
渗水排水能力。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介绍，故宫内保留至今的古
代雨水沟的长度超过 15 公
里，其中暗沟长度将近13公
里。而紫禁城内的排水沟渠
全部通向内金水河，内金水
河又与紫禁城城墙外侧 52
米宽的护城河相连，并同周
边的外金水河、中南海等水
系相通，这些水系同时兼有
排水功能。

“我们的理念是边清理
边使用”，单霁翔介绍，目前
故宫将排水系统分成几个区
域，按区域制定集中清理计
划，逐区开展，计划在 4 至 5
年内完成一次全院排水系统
的集中清理。

从今年6月开始，故宫已经着重对
御花园区域进行古代排水暗沟的疏通。

“这一区域观众流量大、植被茂盛，排水
沟经常会淤积树叶、树根、渣土以及观
众丢弃的垃圾等杂物。”单霁翔说，这些
都要由人工清挖运走，并修理或更换损
坏破碎的沟盖板。

目前，御花园西侧的雨水沟有一条
主干管道，原有管道已被垃圾充满，这
次维修疏通了这条排水管，恢复了御花
园西侧雨水沟的排水能力。

他透露，下一步将更换御花园东侧
管线，今年还将对西六宫等其他区域的
雨水管沟进行专项排查和清理。

单霁翔介绍，故宫内的明、暗雨水沟是由石质和砖
质两种材质砌筑而成。相对来说，石质雨水沟更加结实
耐用，所以一些保存较好的盖板沟和暗沟都是石质。同
时，也有大量的砖砌雨水沟，因为古代青砖质地较好，
现存很多砖砌雨水暗沟依旧保存较好，可以正常使用。

2015年至2016年，故宫开展调研，结果显示，调
研区域内有各类雨水口共64个，形式分为七大类：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单孔立式无格栅类型，占总数的
53%；其次是双孔立式，占25%；带格栅的，占11%。

“调研项目分析了每一处雨水口的过水面积功
能和状况。”单霁翔介绍，他们按照目前城市所用格
栅式雨水口的设计要求进行折算，结论显示单格面
积几乎全都超过了设计规范所建议的最大值。

单霁翔说，有时河帮会产生鼓胀和移位，导致排
水沟出现局部坍塌。这些都要及时制定方案，实施修
砌，保证河水顺利通过；有的雨水沟塞满淤泥或杂物，
导致排水能力下降，则需要及时清除栏板下、螭首中、
排水孔内的堵塞物。由于古代的栏板和螭首都已年代
悠久，在清理过程中产生震动可能导致螭首的断裂，
因此不能用坚硬的工具进行疏通，只能用竹签一点一
点地清理；有的排水沟盖或排水口发生损坏，则需要
及时修砌沟帮、更换破损的沟盖板和雨水口。

据悉，2014年至2015年，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寿
康宫、慈宁花园开放项目维修时，对三个区域的雨水
系统也进行了整体保养修缮。在此次大雨中，这三个
区域排水管线均运行正常，未发现堵塞现象。

到底多强？

单霁翔介绍，故宫每年都会制定年度《防汛应
急预案》，红色防汛预警启动后，会立即协调采取
相应措施，组成抢险队伍，统筹协调处置力量和抢
险救援物资，协调相关部门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
工作。

降雨过程也是古代排水系统和现代排水系统相
结合的过程。“主要在于内金水河水位的调节”，单霁
翔说，每当雨季开始之前，故宫博物院都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要求专职人员和预备疏通工具到位。

同时，故宫也会与北京市水务局河湖管理处建
立紧密的联系，保证通信畅通，在雨季随时监察内
金水河水位，通过开闸放水的方式，适时调节内金
水河水量水位，共同保证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转。

故宫:
我还需要提高

分区域
““我们的理念是我们的理念是
边清理边使用边清理边使用””

有计划
今年将专项清理今年将专项清理
西六宫雨水管沟西六宫雨水管沟

现代化
连接市政管网连接市政管网
实现雨污分流实现雨污分流

“曾经紫禁城宫殿建筑密集，路面
多为砖石铺设。”单霁翔说，几十年来，
故宫内有大面积的地面铺装改为水泥
地面和沥青路面，不利于排水和渗水。

为此，故宫博物院从 2015 年开始
逐步将全院的水泥地面和沥青路面改
为砖石材料的传统建筑材料路面，不但
使景观环境得到改善，更使排水和渗水
功能得到提升。

“目前已经完成了80%。”单霁翔预计，
所有路面会在明年恢复为砖石路面。

大动作
全院水泥沥青路面全院水泥沥青路面
改为砖石传统路面改为砖石传统路面

按目前标准折算，几乎全都超
过设计规范所建议的最大值

如何维护？
由于古代的栏板等已年代悠久，
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清理

如何与现代接轨？
与北京市水务局河湖管理处建立
紧密的联系，共保正常运转

查验身份证要不要出示警察
证？当事人不配合执法怎么处理？在
21 日公安部举办的全国公安机关
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上，全国
公安民警首次通过视频形式，就当
前基层一线民警面临的执法难点和
困惑问题接受集中培训。

此次视频培训主要围绕治安、刑
事、交通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执
法内容，从法律要求、处置流程、行为
举止、策略技巧等方面，对民警在执
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
什么进行了直观演示。

根据演示的执法规范，民警执法时应
随身携带警察证，如执法对象质疑警
察证效力，应明确告知警察证是警察
法定的执法证件；在查验身份证时，
如执法对象不配合，应告知其有义务
出示身份证件并接受查验。没有随身
携带居民身份证的，可以提供机动车
驾驶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证明身份，
也可以报出自己的公民身份号码、姓
名等信息，供民警查验。

当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遇到阻碍
执法的行为时，要用执法记录仪全
程录像固定证据，向围观群众表明

警察身份，争取群众配合支持。如果
执法对象或其亲友拖拽、缠抱民警，
可采取拉肘别臂等相对安全的控制
动作摆脱纠缠，避免拳击、抓头发、
扭脖子等危险动作。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出的执法
规范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进行了细化，并对各地公安机
关成功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在
制定执法规范之外，公安部还将通
过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监督机制，
让规范执法成为民警日常执法的自
觉行为。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
充分借鉴这次视频演示培训，建立
健全常态化的执法教育培训机制，
教育广大民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法理念，进一步强化证据意
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努力通过
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另据央视官方微博报道，规范
指出，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围观拍
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
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

“镜头”下执法。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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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金水河

午门

故宫排水系统沉淀着世代
传承的‘工匠精神’，在‘天时地利
人和’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今天
强大的排水防灾功能。”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地/势 沟/渠

以东西六宫为例，后院向前院排水，为排水通畅，
预先确定庭院水流落差坡度，俗称“泛水”。

院落正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其断面多呈“熊背”
式样。雨水顺地面坡度流入房基四周的排水沟。

坐落在三个台基上，中间高，四周低，雨水向四边流泻。

●整体：北高南低

●院落：后高前低

●御路：中间高两边低

●太和门外庭院：南北高中间低

●三大殿：建在台基上

太和门外午门里的
宽敞庭院，南北高
中间低，水直接流
入内金水河。

雨水可从四周汉白玉栏
杆的栏板底部孔洞排出。

雨水也可以从每个望柱下
的石龙头（螭首）排出。龙
头口内为凿通的圆孔。

紫禁城内人工排水网络纵横交错、主次分
明、明暗结合，包括干沟、支线、沟眼、钱眼
等众多排水设施。

明沟遇到台阶或者
墙等障碍物，则在其下
开有券洞，也被称作

“沟眼”。

水由地面流进暗沟
的入口，多为方石板镂
雕成明清铜币形，称作

“钱眼”。

网/络

连日大雨未现明显积水连日大雨未现明显积水 网友称赞网友称赞600600岁排水系统岁排水系统

本组稿件据新京报、法制晚报、新
华社、央视水井 主要支线和干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