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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汛情与疫情叠加冲击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记者 胡璐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多地遭遇强降
水，
部分江河水位偏高，
山洪地质等灾
害频发，
防汛进入关键时期；
同时，
全
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
复工复
产仍承受压力。特殊时期，
各地须坚
持底线思维，警惕汛情与疫情叠加，
强化责任意识，
守护好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维护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今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区域性暴雨洪涝重于常年。截至 6
月2
3日，洪涝灾害造成广西、贵州等
2
6省(
区、市)
1
1
2
2万人次受灾，9
3
0
0
余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 8
6
1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
4
1亿元。

做好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也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尤其在进入主汛期的关键时期
决不允许松口气。
当前我国已进入防汛关键时
期，也是各类安全生产防范的特殊
时期。要多看到问题，预防极端天
气频发带来的风险，牢牢守住重大
风险安全底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进一步做好防汛准备，维护经济
社会大局稳定。
面对多重考验，要进一步加强
责任意识，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把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作为防灾减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关注雨情、水
情、汛情、旱情、灾情变化，强化监测
预报会商研判，提早发布灾害预警，
提前安排部署防范应对措施。
同时，还要强化风险排查和隐
患整改，重点抓好江河湖泊洪水和
山洪地质等灾害防范，守好盯住山
洪地质等灾害多发区，严密防守水
库堤坝等重点部位，加强城市内涝
防范应对。此外，还要强化应急抢
险人员转移安置，落实基层转移避
险的责任，细化避险转移预案，在需
要的时候果断转移有危险的群众，
千方百计减少人员伤亡。

董
强
排
版
董
雪
君

◆漫说

数字化转型
浙江省教育厅近
日印发推进教育治理
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
要点，明确将加快建设
即 时感知 、科学 决策 、
主 动服务 、高效 运行 、
智能监管的教育治理
模式，年内实现幼儿园
入园、义务教育入学报
名 掌 上 办 理 、全 面 应
用。 新华社发 王鹏作

◆视角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尽管口口声声说用户资料
是“实名认证”，但这个实名信
息却可能随时被更改、被替换，
这样的“实名认证”就是有其名
而无其实。以此而言，如果说
“ 杀 猪 盘 ”是 一 场 精 心 设 置 的
“情欲迷局”，那么婚恋平台中
那些虚假的“实名认证”，则让
这“局”更加迷雾重重，防不胜
防。某种程度上，正是平台监
管不严，导致这类网站成为滋
生“杀猪盘”陷阱的温床，其监
管失责不能容忍。
——新京报：
《婚恋平台别
成了
“杀猪盘”帮凶》
一些地方“一刀切”或层层
加码采取不合理限制人员流动
措施，有的在同一座城市、针对
同一种情况，也执行不同的政
策和标准，让人无所适从动辄
受阻。出现这些情况，有的是
由于上级部门出台的新政策、
新规定没有及时下达；有的是
基层部门只图自己便利，习惯
性提高限制标准，随意加大管
控力度，对可能给人员有序流
动造成的阻滞不以为然。无论
是哪种情况，这些过激过火的
措施都违反了常态化防控、精
准防控的原则和规定，不但给
疫情防控带来了更多消极影
响，也会成为社会经济和生活
秩序恢复的突出障碍。
——北京青年报：
《
“不合
理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应坚决
纠正》

高空抛物入刑的意义
然玉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 2
8日提
的调查责任，破解了受害者调查权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从六
限、举证能力不足的困境。
个方面修改补充刑法。草案规定，从
民 法 典 、刑 法 ，密 集 就“ 高 空 抛
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处
物”开出专门的法条，这足可见相关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问题的严峻性，更可见全社会以法治
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
乱的决心。事实上，梳理这一系列新
严重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立的法律条款，
我们会发现，
其内在的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草案
逻辑是自洽的、
一致的、
延续的：
“高空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妨害公共交通工
抛物”直接入刑，既然是刑事犯罪，警
具安全驾驶的犯罪。
方必然是要立案调查的。这从根本上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亮相，
就几
堵住了，
过往将之视作
“民事纠纷”
“治
项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均进行
安事件”
予以轻纵的漏洞。刑侦、
公诉
了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这其中，最
的介入，
“高空抛物”犯罪者将面临前
能引发公众关切的，
无疑还是有关
“高
所未有的执法和司法压力。
空抛物”
“抢夺公交方向盘”等的法律
随着民法典、刑法两大基石性法
定性和罪罚安排。将此类行为直接入
律的覆盖，
打击
“高空抛物”
的法律依据
刑，
呼应了民间由来已久的诉求，
充分
正在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
“高
地引导了预期、
震慑了犯罪，
其对于捍
空抛物”
直接入刑的前提下，
刑法修正
卫公共安全的巨大意义不言而喻。而
案(
十一)
草案还特意补充了
“择一重罪
就司法系统而言，这一修正案的影响
处罚”
的原则，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力更是立竿见影。以此为起点，相关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换而
办案、
审判的实践过程，
将从根本上做
言之，今后高空抛物者绝非统统只是
到标准一致、
理据清晰。
“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治理“高空抛物”，各个层面的立
金”
，
而还是要以后果论，
恶劣者还是要
法、修法动作，可说是连环出击。去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故意
年，最高法曾印发《意见》，强调“对于
杀人罪论处——这直接从前端杜绝了
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
犯罪者避重就轻、
逃责脱罪的后门。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
直接入刑、择一重罪处罚，再加
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
之对警方调查取证责任的明确，应该
处罚”。这厘清了法律适用，相当于
说这构成了侦控审合力阻击“高空抛
是间接“入刑”；而前不久，民法典侵
物”的强有力链条。随着整个法律框
权责任编同样提及高空抛物，规定
架的升格和成熟，高空抛物犯罪再无
“有关机关应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
侥幸逃脱的可能。现状如此，所有人
都该有个清醒认识。
任人”。其本质就是明确了公安机关

政府起诉
辍学学生家长
彰显责任担当
孟彦红

日前，
一场特殊的非诉行政
执行案件审查听证会在海南琼
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召开，
申请
执行人系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上安乡人民政府，
被执行人则是
该校一位无故辍学适龄学生的
家长。这起因辍学引发的
“官告
民”案件，当天吸引近百人到场
旁听。
（6月28日《海南日报》
）
近年来，四川、广西、云南、
海南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纷纷
“摘帽”，但由于交通不便、家庭
贫困、家长不重视教育、学生厌
学等原因，
“ 控辍保学”形势依
然严峻。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加大“控辍保学”宣传，确保在
教 育 扶 贫 路 上“ 一 个 都 不 能
少”，是基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近年来，基层政府频频打
出起诉学生家长的“重拳”，
“政
府告家长”渐成常态，彰显了政
府保障适龄孩子义务教育权的
决心和责任担当。
义务教育法第十三条规
定：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和督促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帮助解决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困难，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
童、少年辍学。居民委员会和
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工
作，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司法保障是防止适龄儿童、少
年辍学的措施之一，基层政府
在穷尽了劝返、责令改正甚至
行政处罚等常规措施无果后，
启动召开听证会或到法院起诉
家长这一兜底措施，是全面履
职、负责到底的积极表现，于法
有据。
“ 政府告家长”往往能告
赢，能倒逼家长将孩子送回学
校。同时释放出政府加大“控
辍保学”力度的强烈信号，能在
诉讼区域内起到震慑、教育作
用，能够营造一种促进义务教
育的良性社会氛围。
“政府告家长”
效果很明显，
但却不能根治“辍学病”。适龄
孩子辍学有多种原因，
有的孩子
因为父母外出务工缺少关爱而
辍学；
有的孩子因为家长失德或
失能、监护不到位而辍学；有的
孩子因为学习吃力，
又得不到有
效的辅导和帮助，
逐渐打乱学习
节奏，
失去学习信心，
从而厌学、
辍学……如果基层政府只是起诉
家长，
却没有深入解决学生辍学
背后的心理问题，
那么，
有的学生
在返学后还可能会再次辍学。
因此，
“政府告家长”
不是政
府履行义务教育保障责任的终
点。政府在起诉“辍学家长”之
后，
还应针对辍学学生父母都到
外地务工等情况，
引导帮助至少
一名家长在本地就业，
为家长履
行教育监护责任创造条件。辍
学学生家庭中往往缺乏教育氛
围，家长的文化水平有限，缺乏
辅导能力，
学校应安排老师或志
愿者对返学学生进行对口辅导，
帮助学生跟上学习节奏，
重拾信
心……只有完善了这些善后保
障措施，
“政府告家长”
才能起到
更好的效果，
才能从根本上防止
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