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年逾五旬
亚洲滑水“皇后”再折桂

滑水源自西方，讲究技巧和难度，属
于极限运动。2017年全国锦标赛女子回
旋项目，年逾五旬的黄美丽不但玩转“极
限”，还生动诠释“姜还是老的辣”。

身着马甲和紧身衣，扎着马尾辫，在
水面上闪展腾挪的黄美丽与年轻姑娘没
有两样。 凭借更加轻盈和精准的技术动
作，她成功拿到冠军。“练了这么多年，功
底还在吧。”言语之间，黄美丽轻描淡写，
但能以五旬“高龄”笑傲水云间，黄美丽
着实不一般。

黄美丽是衡阳人，从小练习田径，主
攻跳高、跳远。1981年，她却被省滑水队

“相中”。黄美丽的确有滑水天分，她仅用

一周时间就学会了游泳， 练习滑水后技
术也突飞猛进。1982年， 入队不到一年
的黄美丽就拿到全国第4名的好成绩，次
年收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

1986年，刚入选国家队的黄美丽首次
参加国际滑联亚澳区滑水锦标赛暨第二
届亚洲滑水锦标赛，一举夺得3项冠军，实
现了中国选手在国际比赛中金牌零的突
破。此后，黄美丽又多次夺得亚洲冠军，亚
洲滑水“皇后”的美誉就此打响。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和1993年第七
届全运会，黄美丽连续为我省斩获金牌，是
当时中国女子滑水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母女携手
率湖南队豪取5连冠

本次锦标赛， 黄美丽率领湖南滑水
队揽下6金3银4铜， 最终以5135.8分的

总成绩拿到分量最重的团体冠军。 这是
湖南滑水队连续第5次收获全国团体冠
军。

湖南滑水队一直在国内保持高水
平，关键在传承。

在黄美丽参赛时， 湖南队的另一名
选手站在岸边，格外关心，她就是黄美丽
的女儿蒋慧。蒋慧介绍，父母都从事滑水
项目，自己从小在水边长大。从一开始的
戏水， 到10岁被选入中国青少年滑水
队， 蒋慧继承了黄美丽的天赋。“其实母
亲当时不太愿意我练习滑水， 但我是真
喜欢。”蒋慧告诉记者。

跟黄美丽一样， 蒋慧很快成为中国
女子滑水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从2008年
开始，多次称雄亚洲。本次锦标赛，她拿
到女子全能、花样以及跳跃3项冠军。

不忘初心
保住湖南滑水“火种”

湖南滑水运动发展曾一度中断。黄
美丽介绍， 由于奥运会没有滑水项目，
1993年后被调整出了全运会，湖南滑水
队无奈解散。

省队解散后，黄美丽跟随丈夫、前省
队教练蒋英武在国家队待了两年。1995
年回到长沙后，两人又在湘江边组建全国
第一个滑水俱乐部： 英美滑水俱乐部。数
年后，俱乐部迁址浏阳赤马湖。“湖南滑水
有非常好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做，谁又来
坚持呢？”黄美丽说。

俱乐部获得的收益， 被蒋英武和黄
美丽投入到湖南滑水运动中， 用于参加
比赛、培训队员，10余年来，耗资巨大。

“为什么我们能实现5连冠？因为我
们真的热爱滑水。”黄美丽说。

� � � �51岁的黄美丽不但玩转年轻人专属的极限运动，展现当年亚洲滑水“皇后”的
风采，还率领湖南队实现全国滑水锦标赛5连冠———

51岁更“美丽”

� � � �图为黄美丽参加2017年全国滑水锦标赛回旋项目的角逐。 通讯员供图

元旦小长假

你的加班费怎么算
新华社上海12月30日电（记者 周蕊）元旦小长假，加班

工资应该怎么算？记者从劳动部门了解到，2018年元旦的加
班费是这样计算的： 单位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18年1月1日放假， 与2017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12月
30日、31日连休。

根据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1月1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
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另行支付
加班工资；12月30日到31日期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
的，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排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
给补休， 则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支付加班工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 日工资按平均每月计薪天数21.75天
折算，小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除以8小时。在确定
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时，劳动合同对工资有明确约定的，按
不低于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工资标准确定。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无任何约定的， 按劳动者本人所在岗位正常出勤
月工资收入的70%确定。

按照2017年4月1日起上海执行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2300元计算， 劳动者明年元旦的加班工资至少有317元。如
果3天都加班、不调休，加班工资至少有740元。

2017年12月3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 周倜时事·体育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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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478126302.73（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57 8 0 9
排列 5 17357 8 0 9 2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53 01 09 24 26 34 09+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1

10000000 40000000

60000006000000

经党中央批准

人民解放军担负
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日前，经党中央批准，自2018
年1月1日起由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

2018年1月1日7时36分，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
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
电视台、中国网、中国军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2017年中国体育健儿

获106个世界冠军
创6项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家体
育总局竞体司30日公布， 在2017年世锦
赛和世界杯 （总决赛） 中， 中国队运动
员共在24个大项上获得106个世界冠军，
6人6次创6项世界纪录。

2017年获得的世界冠军总数与2016
年基本持平， 跳水、 乒乓球、 射击、 体
操等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 在游
泳、 花样游泳、 田径、 帆船帆板等项目
上有新的突破， 滑翔、 国际象棋等非奥
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017年获得的世界冠军包括：游泳12
个（游泳3、跳水8、花样游泳1）、田径2个、
羽毛球2个、柔道1个、体操10个（体操3、蹦
床7）、帆船帆板2个、射击2个、乒乓球5个、
跆拳道2个、滑冰3个（花样滑冰1、短道速
滑2）、滑雪1个（单板滑雪1）、潜水11个（蹼
泳11）、掷球1个、台球2个、滑翔伞1个、航
空模型1个、航海模型12个、围棋3个、国际
象棋2个、象棋3个、桥牌1个、武术15个（套
路8、散打7）、龙舟11个、健美1个。

其中， 10个奥运大项共获得27个奥
项世界冠军， 占冠军总数的25.5%， 分
别是游泳8个 （游泳3、 跳水5）、 田径2
个、 羽毛球2个、 柔道1个、 体操4个
（体操3、 蹦床1）、 帆船帆板2个、 射击1
个、 乒乓球3个、 滑冰3个 （花样滑冰1、
短道速滑2）、 滑雪1个 （单板滑雪1）。

2017年共有6人6次创6项世界纪录，
其中有4人4次创4个奥运项目世界纪录。
创世界纪录的项目分别是： 射击5人5次
5项 （奥项4人4次4项）、 航海模型1人1
次1项。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没有乡村的振兴， 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眼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深刻阐述了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作出了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部
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纲领，是
更好推进新时代 “三农” 工作的根本遵
循。 我们必须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领会
好、领会透，抓住历史契机，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农，天下之大业也。”解决好“三农”
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就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次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概括为“八个坚持”：坚持加强
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重中之
重战略地位；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主线；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
的方针；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坚持绿
色生态导向；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
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
的指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
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为
振兴乡村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利条
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我
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深入贯
彻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增强紧迫
感。应当认识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到2035年基
本实现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到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础在

“三农”。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
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解决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三
农”工作，更加重视乡村。如果一边是越来
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
乡村，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不断强化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协
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促进乡村全面发
展，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增强使命
感。一方面，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
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
史性课题。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必
须回答好这一课题、 为亿万农民谋幸福。
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
巨大贡献， 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才

能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看，在现代
化进程中，乡村必然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
变和重生，我们必须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迄今为止还没
有哪个发展中大国能够解决好农业农村
农民现代化问题， 我们干好乡村振兴事
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重大贡献。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
富， 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贯彻落实好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
的目标、 更有力的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我们就一定能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载12月30日
《人民日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
——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 � � � 12月30日， 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浮轨道交通S1线开始
试运营。 S1线连接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 是北京西部居民
出行的重要交通线路， 线路全长约10.2公里， 运行中磁浮
列车会浮起大约8-10毫米。 新华社发

DOGRUN定向赛长沙站落幕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熊小凤 ）

今天， “蛙牌” 2017年DOGRUN定向赛长沙站起跑， 来
自长沙的近600只狗和千余名“铲屎官” 参加本次比赛，
这也是长沙市规模最大的宠物类赛事。

DOGRUN是全国独创的人宠互动赛事， 本次DO-
GRUN定向赛长沙站由好玩体育、 长沙国际宠物水族展联
合主办。 赛事以长沙国际宠物水族展为场景， 以定向寻宝
的形式进行， 共设置了6条不一样的线路。

左手藏宝图， 右手狗宝贝， 选手和宠物一起在奔跑中
挑战自我， 也增加了感情。 王梓晴带着牧羊犬“阿呆” 参
加了本次活动， 跑得满头大汗。 她告诉记者： “以前经常
参加针对狗狗的宠物聚会， 但像这样的大型运动类活动还
是第一次参加， 挺刺激的， 没想到会这么累。”

据了解， 2017年DOGRUN定向赛分别在武汉和长沙
举行两站。 2018年， DOGRUN计划在全国举办6场赛事。

�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在新年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30日给莫斯科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回信， 勉励他们胸怀大
志、刻苦学习、早日成才，并向所有海外
学人致以节日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我很

高兴， 我从中读出了祖国日益强大带给
你们的自豪之情， 也感受到了海外学子
们心向祖国、追求进步的强烈心声。

习近平指出，60年前， 毛主席在你们
学校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深情地说， 青年
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
你们身上”。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离不开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奋斗。 希望你们弘扬留学报国
的光荣传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早日成
长为可堪大任的优秀人才， 把学到的本领
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
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1957年， 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
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
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近日，莫斯科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结合毛主席当年讲话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体会，表达了追求进步、报国
为民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

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
让青春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路上

� � � � 2017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审议通过一
年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年1月1
日起， 我国税收家族新成员———环
境保护税将正式开征。

开征环保税将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影响几何？多位权威专家接受采
访，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四大看点。

环保税开征在即

首个绿色税种四大看点

1

4

这是个什么税？
———首个瞄准环保的新税种

“环保税是我国首个明确以环境保护
为目标的独立型环境税税种，对于构建绿
色财税体制、 调节排污者污染治理行为、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体系等具有重要意
义。”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金南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教
授施正文看来，环保税的立法宗旨和功能
定位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
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建设“绿
色税制”的代表性税种。

� � � � 作为完善“绿色税制” 的重要一
步， 开征环保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
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
移。

根据环保税法， 环保税的征税对
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同，征
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大气、水、
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

环保税的纳税人， 则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的其他海域，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这意味着，不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
污染物的，不缴纳环保税。居民个人也
不属于纳税人，不用缴纳环保税。

� �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介绍，
环保税法在设定税额标准时，既体现了
税收法定原则，又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
性和选择空间。对大气和水污染物设定
了税额上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
考排污费标准，在规定幅度内确定大气
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

王金南透露，目前各省区市陆续制
定和通过了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环保税税额标准和征收项目数。辽
宁、吉林和新疆等地基本按照税额标准
最低限征收，即每污染当量分别为1.2元
和1.4元。而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等地
税率较高，如北京按照税额标准最高限
征收；河北将环保税主要大气污染物和
主要水污染物税额按地域分为3档，最
高档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9.6元，水污
染物每污染当量11.2元。

2 这税怎么征？ ———谁污染谁缴税

3 税率怎么定？ ———多排污多缴税

这税谁来征？
———税务环保部门联动征管

环保税法是我国第一部明确写入
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机制的单行
税法。环境保护费改税后，征收部门由
环保部门改为税务机关， 环保部门配
合，确定了“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
监测、信息共享”的税收征管模式。

“环保税作为新开征的独立绿色
税种， 以排放应税污染物为征税对象，
计税依据有别于其他税种， 专业性强，
征收管理较复杂。为此，环保税法明确
规定，税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建
立工作配合机制。”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
和行为税司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对部门配合作出如此高要求在
我国各个税种的征收中还是第一次，
有必要从法律法规层面对征管机制
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以防止职责不清
和征管漏洞。”施正文表示，实施条例
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协作的征管工作
机制，明确了税务机关和环保部门的
职责范围、 两部门工作配合机制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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