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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陈吉宁指挥调度全市降雨应对工作

层层落实应急责任 严防死守不松懈
本 报 讯 昨日 9 时 30 分，北
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
警信号。 一早，市委书记蔡奇，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来到市
委总值班室和市应急指挥中心指
挥调度全市降雨应对工作。
市领导通 过 应 急 指 挥 调 度
系统先后听取了市防汛办、市
气象局、市旅游委、市交通委和
通州、朝阳、房山、密云、石景山
等区雨情应对工作汇报。 各区、
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均在
岗 值 守，指挥调度本区域、本部
门防汛工作。
蔡奇感谢中国气象局对北京

汛期气象预警预报工作的支持帮
助指导。 他指出，各部门、各单位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地震
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自然灾害应对的一系列指示精
神。 任何地方发生的重大灾害，
对北京都是警示和提醒。 北京市
绝不能在汛期出现任何问题。
蔡奇强调， 雨情就是命令。
虽然本市防汛“七下八上”是重
点， 但不能因为进入主汛期后
期而掉以轻心。 出现雨情就要
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绝不能有
任何松懈。 要充分估计连续降

雨可能带来的问题， 时刻处于
应急状态，24 小时全天候值守。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趋势，密切
关注降雨量大地区的百姓安危，
把应急要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
乡镇、街道，落实到村，落实到村
支书、村主任。 各区各部门各单
位对防汛工作要检查检查再检
查，落实落实再落实。 所有岗位
都要有人值守，确保防汛系统正
常紧张运转。特别是降雨量大地
区的防汛工作， 要全员动员、全
力以赴，属地领导要深入一线重
点检查、重点督办。 各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加强会商督办检查，狠

抓落实，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陈吉宁强调， 要按照蔡奇同
志昨晚和今早关于降雨应对工作
的调度要求， 切实抓好防汛应对
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安全。要
严格落实防汛值守制度， 带班领
导、 值班人员要及时了解雨情最
新进展，做到心中有数，第一时间
报告和妥善处置突发情况， 确保
在岗、尽职、履责。 要发扬连续作
战的精神，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切
忌麻痹大意，不可掉以轻心。特别
是要做好基层一线防汛人员安全
防护，确保不出问题。
陈吉宁强调， 虽然当前已是

“七下八上”主汛期后期，但防汛
危险依然存在， 各单位还要保持
高度警惕， 要特别加强对山区旅
游景点的管控， 及时关闭可能发
生危险的旅游景点， 确保游客人
身安全。 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社会
发布预警信息， 做好安全疏导提
示和应急知识宣传， 广大市民也
要提高防汛安全自我保护意识，
降雨前后不要进山旅游。 加强施
工工地防汛安全管理， 防止因土
壤含水量高，引发塌方滑坡。
市领导崔述强、卢彦，市政府
秘书长李伟参加。
文 / 徐飞鹏 王皓

今晨京城暴雨雷电预警齐发 排水集团启动特级响应 出动66组小型抢险单元巡查道路

城区主要路段暂无积水断路
昨晚一场“豪爽”的暴雨刚落幕，雷
电、暴雨预警今晨再次齐发。 据市气象
台预计， 周末两天京城仍多雷阵雨天
气，同时强对流天气活跃。 北京市气象台
今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紧跟着又发布
了暴雨蓝色预警。
昨晚大雨造成通州区东六环西侧
路的绿化带的好多树木连根拔起。 环

天气

卫工人们早上开始将倒在辅路上的树
进行加固。
“清晨从宋庄到这里，我们已经扶起
来 50 多棵树了”。 一名环卫工人说道。
针对降雨，北京市排水集团已启动
防 汛 特 级 响 应 ，截 至 记 者 发 稿 ，城 区 下
凹式立交桥及主要道路未出现积水断
路情况。

雷电、暴雨预警齐发 周末多雷阵雨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先后发布雷电、
冰雹、暴雨黄色预警。 据北京市气象台
发布的11日8时至12日10时降水量信
息显示，全市平均降水23.2毫米，城区
平均39.8毫米，东北31.9毫米，东南24
毫米，西南偏少为8.1毫米，西北7.7毫
米。 其中，最大降水出现在朝阳楼梓庄
为147.4毫米。
12日早晨，丰台、怀柔、通州局地出
现冰雹。 截至10点，全市53个雨量站雨
量超过50毫米， 其中6个站雨量超过
100毫米。
即便雨下得如此
“
豪迈”，但显然还
没“下透”。 周末两天，北京仍多雷阵
雨天气， 强对流天气活跃。 据气象雷

达监测显示，雷阵雨正在酝酿发展中，
将从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
今晨7时1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
电黄色预警。 8时30分，市气象台紧接着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至14时，东城将
出现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的短时强降
水，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大风或冰雹，
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
气象专家表示，周末两天多雷阵雨
天气，雨量分布不均 ， 局 地 有 短 时 强
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
计划外出的市民要注意关注临近天
气预报。 在雷阵雨轮番进攻下，今天
最高气温为31℃， 明天最高气温将下
降到29℃。

排水 启动特级响应 3059人投入防汛工作
北京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 记者
从负责北京城区排水的北京市排水集
团获悉，8 月 11 日 21 时 40 分， 根据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Ⅲ 级 应 急 响 应 通
知，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特级响应。
特级响应启动后， 北京排水集团
3059 名员工投入防汛工作， 全面实施
“
网（管网）、站（泵站）、厂（再生水厂）”一
体化防汛，一线保障力量包括大型抢险
单元 28 组、中型抢险单元 29 组、小型

抢险单元 80 组、车巡组 41 组、人巡打
捞组 224 组、 设备抢修组 34 组等全部
到岗，全线布控，重点防御，对防汛隐患
点及下凹桥区实施“一点一预案”“一桥
一预案”。
今天早晨，北京城区陆续出现分散
性雷阵雨天气，排水集团出动 66 组小型
抢险单元开展道路巡查。 截至目前，城区
下凹式立交桥及主要道路未出现积水断
路情况。

交通 郊区11积水点断路排水 15公交线受影响
记者上午从@交通北京了解到，今
晨受降雨影响，密云区密西路、怀柔区
迎宾路等11个路段立交桥下出现路面
积水，已采取断路拦护措施，养护人员
正在加紧进行抽水作业。
截至上午11:00，已有3处路段的路面

积水清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另外，15条公交线路受降雨影响。
截至8月12日10时30分，14条公交线采
取绕行甩站措施。 另外，专91路停驶。
文 / 记者 赵颖彦 张婷
周超 耿学清

今天上午，在通州杨坨五街路口，环卫工人将倒在辅路上的大树扶正并加固 摄 / 记者 黑克

顺义区国税局
严格落实
“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取得成效
顺义区国税局严格按照 《北京市国家
税务局 2017 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实施
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采取措施，逐项推
进， 确保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便
利化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上半年，网上办
税服务厅共计受理手工办理业务 24633 户
次，自动受理业务（不含代开）53465 户次，
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明显缩短。 主要做法：
一是加强领导，统筹协调。 迅速成立了由主
管纳服工作副局长为组长，办公室、政策法
规科等 23 个单位为成员的顺义区国税局
便民春风行动领导小组， 加强对办民春风
行动的领导和统筹协调。 二是分解指标，压
实责任。 制订了 《顺义区国家税务局 2017
年优化征管工作实施方案》和《顺义区国家
税务局 2017 年优化纳税服务实施方案》及
顺义国税局 2017 年“便民春风行动”工作
内容分工和时间进度表，对全局“便民春风
行动”的工作事项、工作内容、牵头部门、配
合部门和完成时限进行了细化和明确，确
保春风行动各项目指标落实到每个部门。
三是减负提速，便捷办税。 简化发票代开业
务资料报送、 推进外出经营管理电子化，实
施票 e 送，推进发票领用“网上申领、线下
配送”、 实施发票代开“网上办理、 线下开
具”、 简并发票领用次数， 大力推广网上办
税，实行预约办税和微信在线取号，提速出

口退（免）税办理，大幅缩短办税时间。 切实
做到了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走“马路”。
四是拓宽思路，深度融合。创新思维，在进一
步拓宽国、地税合作领域上狠下功夫。 融合
窗口设置，建立联合办税服务厅，采取“一人
一屏一机”的工作模式，实现了国、地税一窗
通办，有效促进服务标准的规范统一、办税
负担的大幅减轻； 共建顺义区纳税人学堂。
国地税联合为纳税人构建一个智能化、便捷
化的学习环境，实现了具有辅导培训、网上
体验、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税法宣传“五位
一体”的纳税人学堂，此项工作得到顺义区
领导的表扬与肯定； 共同开展微信宣传，开
通“北京顺义税务”微信公众号，设置了微信
取号、预约办税、政策查询、专题查询和纳税
人学堂等栏目，让纳税人“掌上”第一时间了
解税收政策；联合开展纳税辅导，联合地税
送政策下乡， 深入各乡镇开展新办企业、创
业企业、小微企业等专题政策培训会,上半
年举办培训会 4 场，辅导纳税人 800 人次；
融合诚信激励举措，联合地税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与北京银行顺义
支行、中国银行 顺 义 支 行 ， 交 通 银 行 顺 义
支 行签 订“征 信 互 认 银 税 互 动”合作框架
协议，推动顺义区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守信
企业特别是小微守信企业的健康发展。
顺义区国税局纳服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