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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昨
日，2021年第七届中国数字阅读
大会新闻通气会召开，介绍本届
大会将于4月16日正式开幕，以
及本届大会分内容分区域模块化
办会、“5G+”云上科技贯穿线上
线下等特色亮点。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自2015
年起，已在杭州市成功举办了六
届，成为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品
牌。本届大会以“数字赋能新发
展，阅读追梦新征程”为年度主
题，旨在联合各方共同探讨全媒
体时代下的数字阅读理念创新、
方式创新与实践创新，努力将大
会打造成行业权威、大众喜爱的
阅读盛会。

本届大会将聚焦建党100周
年为主线开展系列专题活动，包
括邀请部分嘉宾现场重温革命先
辈英雄史诗、连线讲解红色故事、
传唱红色歌曲等；在线上大会专

题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专栏，实现党史学习云端化、
多元化；组织重点数字阅读企业
集中推出主题阅读专区，营造喜
迎建党100周年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发布
《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揭晓2020年度十佳数字阅读作
品、十佳数字阅读城市、十佳数字
阅读项目等获评名单。大会期间
还将开展阅读城市峰会、出版融
合发展峰会、儿童阅读论坛、IP峰
会、5G泛阅读高峰论坛。

本届大会由国家新闻出版
署、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作为指
导单位，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
协会、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
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由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阅读工作
委员会、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
府、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共同
承办。 通讯员吴佳琴、朱晨龙、沈祝

平报道 2017年 9月，嘉兴市海
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应征
入伍的宋志才首次远离家乡，乘
坐了3天2夜的火车，跨越4300
多公里，来到西藏军区某部服
役。经过严格训练、磨砺摔打，他
成了指挥班的一员。“军队生活让
我更加勇敢、更有毅力，也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集体的重要性，保家
卫国是军人神圣的职责和使命。”
这是宋志才第一次入伍后最大的
感受。

因为对部队的深厚感情和对
西藏的特别情怀，今年3月，本已
退役一年多的宋志才再次入伍，
成为嘉兴市第一名二次入伍、二
次入藏的义务兵。再次踏上进藏
戍边的征程，宋志才的行李箱里
放满了各类书籍，“我想多学一点
专业知识，多掌握技能，争取成为
更全面的军人，将青春和热血献
给最神圣的国防事业。”

攻坚克难他始终冲锋在前

在西藏当兵，除了需要克服
缺氧、恶心等高原反应和面临外
训时饭菜烧不熟的情况，还要完
成队列、体能和专业科目等各类
高强度训练。宋志才的手机上保
存着每次外出训练的照片，从照
片上可以看到他因强紫外线导致
的晒伤，因天气寒冷导致的冻伤，
因高强度训练导致的各种擦伤。

“每一次的伤痛，就像一枚‘军功
章’，我要好好保存。”宋志才说。

在宋志才的印象里，最危险
的一次经历是在羊八井地区的野
外驻训，他带领的小队作为先遣
部队执行安营扎寨的任务。本已
赶了大半天的路程，他想让战友
们稍作调整后再开始搭帐篷，但
是天气骤变，瞬间天色暗了下来，
狂风夹杂着沙石和冰雹，噼噼啪
啪地砸在身上，许多人因此负伤
流血。但任务必须在大部队赶到
前完成，宋志才护住头部等关键
部位，带领战友们咬牙坚持。大
家顶着风沙和冰雹，干得满头大
汗，提前完成了安营任务。

心中有爱他始终想着他人

武装3公里跑是每名士兵的
必修课，也是宋志才最担心的一
个科目。2019年，担任副班长期
间，班里总有一两名士兵此项考
核不及格，宋志才就经常带着他

们强化训练。“调整好呼吸，迈开
步子，要想着终点有大碗的红烧
肉等着你们呢！”宋志才身上总是
挂着五六把枪，一会儿在后面推，
一会儿在前面拉，帮助战友努力
跑向终点。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
困难多”“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
兵”……这些都是宋志才经常挂
在嘴边勉励战友的话。

在新兵连期间，宋志才因表
现优异，班长让他协助管理班级
的内务卫生和军事训练。每次紧
急集合，他总是率先打完背包，然
后帮助战友收拾协行装备，业余
时间还传授他们快速打背包的方
法，等最后一个人背上背包后才
快速跑去参加集合。

在帮助战友的同时，宋志才的
各项成绩也没有落下。新兵连期
间，他是第一个完成单双杠二练习
的新战士；年度考核时，他以13分
20秒的成绩跑完3公里武装越
野，荣获优秀标兵、优秀寝室长等
称号。“宋志才经常帮助我们，他是
一个好兵，更是一个好副班长！”这
是战友们对宋志才的一致评价。

无私奉献他始终坚守岗位

2017年 10月，宋志才的父
亲在工作中意外受伤，需要有人
照顾日常起居和饮食。宋志才知
道后，第一时间和已经出嫁的姐
姐联系：“我在西藏服役是为国尽
忠，姐姐你帮忙照顾父亲是帮我
尽孝，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一定要
帮我好好照顾爸爸。”挂断电话，
他便执勤站岗去了。事后，宋志
才的父亲宋雪祥叮嘱家里人，少
和儿子说家里的事情，让他安心
在部队服役。

今年，在看到祁发宝团长等
中国官兵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事
迹后，宋志才心中热血澎湃：“当
兵虽然苦，但是很有意义，第一次
退伍回来后，我经常梦到我的部
队。前段时间，有战友光荣牺牲，
他们是为了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
全而付出生命的，是我的楷模，我
要回到西藏传承好‘喀喇昆仑精
神’，接过他们坚守过的岗位。”

宋志才心中始终装着祖国和
部队、装着大爱与梦想，在关键时
刻，他选择了再次入藏卫国戍边，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热血
男儿矢志报国，无悔青春建功军
营。

通讯员陈怡报道 在交通肇
事中的一次“挺身而出”，让曾经
身强体壮的他连稍重的活儿都
做不了。近两年来，他做过的这
件好事鲜有人知，而因做好事留
下的一身伤痛，伴随着他的日常
生活。但他没有心生愤懑，自掏
腰包承担医疗费，默默进行康复
治疗，并坚信“做好事一定不会
错”。

今年3月，随着肇事司机的
投案自首，今年 50岁的温州乐
清市虹桥镇人徐友玉——这个

“藏”在案卷中的好人，才被乐
清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发现并举
荐，揭开了这桩一年多前的善
举。近日，徐友玉被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评为特别奖，并获
奖金一万元，收到迟到600天的
敬意。

英雄的一幕
被拖行200多米不松手

近两年来，自身的伤痛已被徐
友玉淡忘，但回忆起那场交通肇事
的画面和细节仍历历在目。2019
年8月18日5时许，徐友玉像往常
一样结束晨练回到家门口，看到了
惊险的一幕——一名老人被疾驰
而过的农用三轮车撞倒在地。

热心肠的徐友玉当即上前帮
忙，并让三轮车司机送老人去医
院，没想到司机非但不理会，还准
备逃逸。“我当时一只手抓住三轮
车扶手，另一只手抓住三轮车车身
阻拦，试图让车子停下来。”徐友玉
回忆道。但肇事司机执迷不悟，一
门心思想逃逸，更是对他下狠手。

“他不仅加速，还拿出一根铁棍不
停砸我的手。”徐友玉忍痛没有松

手，结果被拖行200多米后整个身
体被甩出，滚到三轮车前部，卡停
了三轮车。肇事司机不管不顾驾
车从他身上碾过，第一次被徐友玉
臀部阻停后，再次加大油门，驾驶
三轮车从徐友玉的臀部、后背及头
部碾过，逃离了现场。

此时身受重伤的徐友玉强撑
着报警，受伤的老人和他被及时
送往医院急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隐形的“勋章”
“做好事一定不会错”

全身多处严重挫伤，尾椎骨骨
折并脱位，住院大半个月……被撞
伤的老人伤势远没有徐友玉严
重。因逃逸司机被列为网上追逃
人员后一直杳无音信，徐友玉自己
支付了治疗费用。出院后，他又进
行了长达近半年的康复治疗。

近两年来，病痛一直伴随着
他。大腿处的血泡难消除，他一次
又一次地进行积液抽取治疗，最严
重的一次足足抽出了近65毫升的
积液。徐友玉乐观地说：“幸好没
有发生更大的意外，至少命保住
了。”直到现在，徐友玉的伤依然没
有痊愈，大腿仍无法正常发力。“以
前做300个仰卧起坐轻轻松松，现
在基本不敢做了，重活也做不了。”

曾有亲友不理解，嘲笑他傻，
为不认识的老人强出头遭罪，做
了好事也没人知道，一点好处都
没有。他自我调侃：“这些伤痛都
是隐形的‘勋章’，我不后悔！”徐
友玉相信“做好事一定不会错”。

案卷中的好人
检察官揭开尘封的善举

近日，一封由乐清市人民检

察院发出的《关于举荐徐友玉为
“见义勇为”人员的函》，揭开了一
年多前的这桩善举。

今年 3 月，肇事司机向警
方投案，随即被移送乐清市检
察院报请批准逮捕。由此，徐
友玉“藏”在案卷中见义勇为
的 善 举 ，才 被 承 办 检 察 官 发
现。检察官还主动帮徐友玉
申请了司法救助金。3 月 26
日，乐清市检察院根据《温州
市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和奖励
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函告
乐清市公安局，举荐徐友玉为

“见义勇为”人员，进行奖励与
保障。

得知自己被举荐后，徐友玉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即使再次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毫不
犹豫地挺身而出。”

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警务
航空队配有无人机20架，飞手22
名。近年来，通过使用无人机参
与侦查破案、巡逻防控、警卫安
保、防暴处突、应急救援、森林防

火、安全宣传等警务活动，切实提
升日常警务工作效率。

2020 年 以 来 ，该 分 局 警 务
航空队共出动警用无人机参与
各种警务活动 500 余架次，利用

无人机协助民警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人员 180 余人。现在，警用
无人机已经成为了椒江民警的
好帮手。

通讯员何文斌、陶挺挺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记
者日前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清
明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情况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呈现
明显升温趋势。清明期间，居民
回乡祭祖、春游踏青意愿增强，加
之春节期间积累的返乡、出游需
求得到一定释放，消费市场活力
增强。

清明假期期间，消费市场受
节日效应拉动，出现了一波短期
消费高峰，商圈、步行街、餐饮、零
售等业态客流量、销售额较去年
同期增幅均超一倍。根据对全省
10大商圈、31条高品质步行街和
9万多家企业主体的监测数据，假
期期间几类业态累计营业（销售）
额达到120586.23万元，同比增
长84.78%；商圈、步行街、餐饮、
零售各类业态同比增幅分别为
83%、85.7%、82.6%和112.6%。

步行街有效带动消费。监测
全省31条步行街，假期期间营业
额达到17434.5万元，累计同比
增幅达到85.7%，充分发挥了居
民消费的“主阵地”作用。居民积
累的出游消费意愿得到释放，步
行街客流增长明显，节日期间步
行街累计客流量达到 1701040
人次，同比增长83.2%，高于10
大商圈客流量增幅 7.6 个百分
点。

各大商圈作为最主要的消费
平台，清明假期表现抢眼。监测
的全省10大商圈，样本企业累计
实现营业（销售）额 33587.8 万
元，营业额同比增幅达到83%，

与步行街互为补充，构成了拉动
居民假日消费的主要动能。商圈
内大型百货、综合体成主要消费

“战场”，杭州大厦4月3日~4日
销售额 5779.6 万元，同比增长
88.2%。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假期各大商圈客流量明显增长，
增幅达到75.7%。

各地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杭
州市监测的商场（综合体）、汽车
4S店、住宿等业态营业（销售）额
同比增幅均超过100%。各地商
超、综合体消费促进活动组织有
序、成效显著。杭州世纪联华、永
辉超市等纷纷推出“春暖花开去
踏青”“民俗文化大体验，清明好
味知时节”等让利促销活动；宁
波市监测的10家大型综合体累
计营业额达到20910.9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75.6%；绍兴、台
州、衢州、舟山车企促销力度较
大，四地监测的4S店累计销售
额分别达到3482.9万元、1778.4
万元、208万元、101.2 万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0.9% 、91.6% 、
132.1%、184.7%。

随着经营限制逐步放开，文
化旅游行业活力显著增强，据文
旅部门推算，假期前两日全省景
区经营情况大致恢复疫情前水
平，杭州西湖、河坊街等景区游
人络绎不绝。旅游业复苏带动
住宿、文化行业增长。湖州、嘉
兴、绍兴、舟山等旅游目的地游
客量明显增加，监测的住宿企业
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105.3%、
162.5%、215.2%、611.3%。

民警好帮手

我省清明假期
消费升温

多种业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幅超一倍

二次入伍 二次入藏
海盐热血男儿矢志报国无悔青春

模块化办会、线上直播、5G体验专区

第七届中国
数字阅读大会

将于4月16日开幕

检察院从案卷发现见义勇为英雄
徐友玉收获迟到600天的敬意

浙江省报业协会召开第八届理事大会

选举产生
新一届领导班子

本报讯 浙江省报业协会第
八届理事大会昨日在杭州召开，
中国报业协会、省委宣传部以及
有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全省70多家报业集团（报
社）的社长、总编齐聚一堂，共商
浙江报业未来发展。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浙江
省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和换届财务审计报告；听取和

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浙江省报业
协会章程。召开了浙江省报业协
会第八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和
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长会议。

第八届理事大会选举产生了
浙江省报业协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选举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社
长程为民为浙江省报业协会第八
届理事会会长。董悦、李浙闽、吴
伯正、徐赞、吴蒂、许鸿为副会长。

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 通讯员
罗昙报道 上大学是许多外来务
工人员的梦想。昨日，记者从杭
州市总工会获悉，2021年将面向
全市资助1100名优秀外来务工
人员读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各
区县（市）总工会和产业工会自主
资助专科学历教育。

据介绍，只要在杭州市工
作，已签订劳动合同，加入所在
单位工会组织（须“杭工 e 家”
APP实名认证会员），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年龄在
18~45 周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均
可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本
科学历教育的应具有国民教育
系列大专学历，报考专科学历教
育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具有高中
学历。受助对象在大学学习期
间离开杭州市的工作单位、杭州
工会会员关系转移至其他地市
或脱离工会组织的即视为自动
放弃受助资格，毕业后不享受学
费资助。

今年的本科学历教育由浙
江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浙江工商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
院承办，有 98 个专业可供选
择。专业设置紧密结合了当前
企业发展和职工需求，以及杭
州经济发展的实际，有电子信
息工程、软件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 及 自 动 化、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等。攻读大专学历可报考杭州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杭州万向职业技术
学院，各地也可依据实际情况
自行选择学校。

本科学历教育由市总工会定
额资助7000元，其中，毕业前取
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报销
学费的90%，取得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被评为区县（市）级（含）以
上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
单位级（含）以上优秀共产党员、

参加一线抗疫的工作人员给予全
额资助。专科学历教育由各区县
（市）总工会和产业工会自行出台
政策予以资助。

当报名人数超过1100名时，
杭州市总工会将对通过报名审核
的人员进行公开摇号，选取1100
人纳入资助名额。

职工可登录网站（http://
sdx.hzgh.org/）、微 信 公 众 号
（“杭州工会发布”）或下载手机
“杭工e家”APP了解更多详情。

为外来务工人员圆梦
杭州市总工会今年将资助1100人上大学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
网络犯罪（含利用网络和利用电信
实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
14.2万人，同比上升47.9%。

统计显示，传统犯罪加速向
网络空间蔓延，特别是利用网络
实施的诈骗和赌博犯罪持续高
发，2020年已占网络犯罪总数的
64.4%。随机诈骗与精准诈骗相
互交织，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交
友诈骗、退款诈骗、信用卡贷款提

额诈骗、刷单诈骗等较为突出。
为赌博网站“洗白”资金的“跑分
平台”、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

“流氓软件”、扰乱网络市场秩序
的“恶意刷单”等案件层出不穷。

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
中的关键要素。数据显示，有近
四分之一的网络诈骗是在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后“精准出手”，有针
对性实施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已成为网络犯罪黑灰产业的关
键环节。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
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6033人。
检察机关还根据部分案件梳

理出了网络犯罪较为固定的犯罪
利益链条：上游为犯罪团伙提供
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中游
实施诈骗或开设赌场等网络犯
罪；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
金。

根据统计情况，网络犯罪集
团化、跨境化特征凸显，犯罪主体
呈现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

“三低”趋势，老年人与年轻人更
易成为受害对象。

对网络犯罪保持严惩态势！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涉嫌网络犯罪人数上升近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