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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公
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工程组成和规模：(1)临平
5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本期新
建 3× 1000MVA 主变压器，终期
4× 1200MVA主变压器。(2)浙北
换流站~王店双π 入临平 500kV
输电线路工程：开断浙北换流站
~王店变500kV线路，新建线路长
度约 2× 0.98km。本工程位于杭
州市余杭区境内。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网 站 ：“http://www.zj.sgcc.com.
cn/”，“通知公告”栏。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黄龙路 8
号；联系电话：0571-51103129）。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
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99号；联
系电话：021-2201742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
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
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
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
位。

建设单位名称：国网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
0571-51103129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黄
龙路8号；邮编：310007

联 系 邮 箱 ：26470927@qq.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即日起至2021年4月15日。

浙江杭州临平50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告

2021年3月31日，杭州昆澜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与绍

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杭州昆澜企业

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权明细表中的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

吾杰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昆澜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与绍

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

即向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昆澜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附录：1. 借款人名称：绍兴县金峰银锡有限公司；贷款合

同编号：深发杭城西贷字第20120503001号、第20120508001、
第 20121019001 号、20121023001 号、20121023002 号；贷款余

额 30,007,814.00 元，相应利息（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下同；担保

人：绍兴县东森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

星轻纺有限公司、胡柏峰，王倩。2. 借款

人名称：浙江众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汇票承兑合同编号：平银

杭城西承字20130204第002号；贷款余额5000000.00元；担保

人：绍兴县东森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星轻纺有限公司、绍

兴县金峰银锡有限公司、胡柏峰、王倩。

注：1. 附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 本公告附录中截至 2020年 12月 3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驰诚贸易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杭州昆澜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杭州昆澜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兹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1年4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阿里巴巴资产处置平台公开竞价标的：灵
山游客接待旅游综合服务体10年租赁权
（整体出租）。竞价起始价：3102500元/首
年，保证金300万元。标的限旅游配套办
公用途。竞买人应具备条件：1.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含)以上的，具备旅
游经营管理或其它旅游相关经营范围的
企业单位，不接受自然人及联合竞拍。2.
应具有较强的旅游项目管理经验和良好
的业绩，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税收缴
纳在500万元（含）以上。

咨询及展示：即日起至2021年4月14
日 16 时 接 受 咨 询 ，咨 询 电 话 ：
0571-85268821，13336053702，周先生。

报名：即日起即可登录阿里巴巴资产
处置平台西湖区互联网资产交易中心
（https://zc-paimai.taobao.com/—— 杭 州
市西湖区政府采购中心）上传资料及交纳
相应保证金进行报名。

浙江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拍卖公告
我行受杭州海关委托

于 2021 年 4月 19 日 10时
至4月 20日 10时（延时的
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 —— 海 关 罚 没 资 产
（https://auction.jd.com/
haiguan.html）进行网上公
开拍卖，公告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网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
关委托的涉案财物。

1. 编号1珍珠及其制品
约 1118（颗）件，起拍价：
101万元，保证金：20万元，
竞价幅度：1000元。

2. 编号3珍珠及其制品
约6415（颗）件，起拍价：86
万元，保证金：15万元，竞价
幅度：1000元。

3. 编号5珍珠及其制品
约27813（颗）件，起拍价：
78万元，保证金：15万元，
竞价幅度：1000元。

二、报名资格：凡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拍卖，竞买人需本人（企
业）在京东拍卖平台上开设

京东账户并通过实名认证。
三、拍卖方式：网络竞

价，1人参与竞拍，且出价不
低于保留价的，拍卖成交。

四、咨询及展示：即日
起至2021年4月16日前接
受咨询（节假日除外），

展示时间：2021年4月
15 日至 4 月 16 日（上午 9
时~下午16时）,

展示地点：杭州市西湖区
学院路130号杭州海关仓库，
有意者请提前与本行联系。

注：近十四日内行动轨
迹均在浙江省内的看样人
员需履行“测温+亮码+戴口
罩”手续后方可进入看样区
域，近十四日内行动轨迹在
浙江省以外的人员另需提
供7日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
报告。

五、拍卖行咨询电话：
13777816389周经理
0571-81050358黄女士。

六、拍卖行地址：杭州
市西湖区省府路9-1号。

浙江省省直拍卖行
2021年4月8 日

拍卖公告
我行受杭州海关委托

于 2021 年 4月 18 日 10时
至 4 月 19 日 10 时（延时
的除外）在阿里巴巴旗下
资产处置平台——海关
罚没资产（http://zc-pai-
mai.taobao.com）进行网上
公开拍卖，公告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网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
海关委托的涉案财物。

1. 编号2珍珠及其制品
约813（颗）件，起拍价：100
万元，保证金：20万元，竞价
幅度：1000元。

2. 编号4珍珠及其制品
约4523（颗）件，起拍价：86
万元，保证金：15万元，竞价
幅度：1000元。

3. 编号6珍珠及其制品
约31947.5（颗）件，起拍价：
77万元，保证金：15万元，
竞价幅度：1000元。

二、报名资格：凡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拍卖，竞买人需本人（企
业）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开设

淘宝账户及支付宝账户。
三、拍卖方式：网络竞

价，1人参与竞拍，且出价不
低于保留价的，拍卖成交。

四、咨询及展示：即日
起至2021年4月16日前接
受咨询（节假日除外），

展示时间：2021年4月
15日至4月16日（上午9时
~下午16时），

展示地点：杭州市西湖
区学院路 130号杭州海关
仓库，有意者请提前与本行
联系。

注：近十四日内行动轨
迹均在浙江省内的看样人员
需履行“测温+亮码+戴口罩”
手续后方可进入看样区域，
近十四日内行动轨迹在浙江
省以外的人员另需提供7日
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五、拍卖行咨询电话：
13777816389周经理
0571-81050358黄女士。

六、拍卖行地址：杭州
市西湖区省府路9-1号。

浙江省省直拍卖行
2021年4月8 日

拍卖公告

春风绿沃土，万物换新
颜。近日，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组织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

“万亩田园”，为春耕提供安全
可靠的电力供应。

“万亩田园”是当地以“旅
游＋农业”模式建起的农业生
态休闲观光园。随着田园的不
断发展，用电需求也不断攀升，
平稳供电显得愈加重要。后
续，公司将继续针对园区用电
需求，深入田间，开展多形式、
全方位的用电隐患排查和安全
用电宣传，服务好广大农民，护
航好春耕用电。

陈洁杨婉柔 杨学君

“红船”扬帆护航春耕近日，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工作人员联合县消防大队官
兵，在阜溪街道郭肇村附近开展防
山火专项巡查。

春季是山林火灾易发期，特别
是清明前后，祭祖扫墓活动增多，祭
扫不当极易引发山林火灾，给电力
设施安全运行带来隐患。为有效防
止山林火灾的发生，公司主动联系
地方消防部门，共同组织人员进入
山区巡查。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辖内45
条 35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的山火
易发区域特巡和监控部署，消除山
火隐患15处。 陈海龙

德清供电：
联合巡检预防山火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21年4月15

日 9：00至 11:00止（延时除外）在“诚
拍网”网络拍卖平台(www.chengpw.
com)上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象山港锚地
的“浙定 58211”船的海砂一批，数量
约970吨。结算以实际过磅后重量为
准。起拍价39元/吨。详情请登录诚
拍网查看。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具有海砂
处置相应资质的企业法人，登录诚拍
网网络拍卖平台上完成企业实名注
册登记。

三、展示看货及竞拍办法：请竞
买人于 2021年 4月 13日前与拍卖公
司联系预约看货。并可在 2021 年 4
月 14 日下午 5 时前按诚拍网系统提
示报名交纳保证金。

四、联系电话：18069007760、
0574-87715615。

五、地址：宁波市百丈东路 28弄
2号嘉汇国贸B座907室。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张 丽 娟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许 可 证 ，证 件 编 码 ：
110330100006352，声明作废。
合伙企业转型清算公告:合伙企业宁海县环宇车灯厂
(普通合伙)（注册号：330226000033409）拟转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原合伙企业将清算注销。原合伙企业债权
债务由原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司对原合
伙企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亚盛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公司
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7000万元减至 500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嘉兴市轩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宏琪运创塑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3302120226342，声明作废。
宁波众盛会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49619401，声明作废。
新昌县中溪竹业专业合作社遗失圆形公章一枚，编码：
330624001422，声明作废。
鑫征程（宁波市）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33021110028221，声明作废。
宁波树泰建材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3302100066604，声明作废。
宁 波 西 音 艺 术 特 长 培 训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3302120434907、财 务 章 3302120434908、发 票 章
3302120435736、合同章 3302120434909、法人章（周水
裕），声明作废。
浙 江 宏 鼎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保 单
1195601022021000132，单证号2246259，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舟山中昌海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更正声明：4月6日遗失临海市灯伟通讯器经营部发票
专用章（编号：3310821027897）一枚更正为遗失临海市
灯伟通讯器材经营部法人章一枚，特此更正声明。
新昌县中溪竹业专业合作社注销公告：本合作社全体
成员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合作社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合作
社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清算公告：个人独资企业宁波市北
仑 区 霞 浦 天 南 金 属 制 品 厂 ( 注 册 号:
91330206758854560B）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人
独资企业将清算注销。原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由原
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司对原个人独资企
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
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3月初举行的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廉洁从政对年轻干部谆谆
教诲。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
提出，“高度关注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
题，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年轻干部能否
做到廉洁自律，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
业的未来。近年来查处案件中呈现出的
腐败低龄化现象，必须引起足够警惕。

沉迷网游、花钱“升级”，年仅30岁
的他堕于“围猎”

“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党员干部敲响
警钟，我以自己的亲身忏悔劝告大家：平
淡是真，无欲则刚。”宁波市镇海区蛟川
街道（开发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原副主
任张裕在忏悔书中写道。

提及近年来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张裕的案例令当地办案人员印象深
刻。这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反差——

一方面，张裕的“成长起点非常好”，
大学毕业不久便考入街道办事处，在对
接部门、服务企业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沟
通应变能力，组织对他很认可，28岁就被
提拔为中心副主任，是当时“最年轻的街
道中层干部”。

另一方面，张裕没有珍惜组织的信
任，自我膨胀，逐渐开始要面子、讲攀比，
享受老板们“众星捧月”的优越感，精神
世界空虚，沉迷网游，在虚拟世界中追求
所谓的“存在感”，最终步入歧途。

在单位，张裕主要负责管理辖区节
能减排、生态环保、淘汰落后产能等工
作，与制造企业尤其是环保工程公司打
交道较多。

据他回忆，第一次“伸手”是一台苹
果笔记本电脑的诱惑。当时，老板李某
以出国为由主动帮忙代购。“代购”不过
是个幌子，李某表示不需要支付购买费
用，几番推脱之下，张裕便半推半就收下
这份“礼物”。

伸了第一次手，就敢拿第二次、第三
次。

促使张裕在堕落深渊中走得更远
的，是一款网络游戏。张裕在忏悔书中
写道，当时，朋友圈子里流行玩网络游
戏，张裕觉得新鲜，就跟着开了账号。为
了不“落后于人”，张裕一有零星时间就
拼命做“任务”，上班期间也偷偷玩两把，
甚至连续半个月熬夜升级装备。因为水
平一般，求胜心切的他开始直接买装备、
刷等级。用他自己的话说，“网络游戏是
虚拟的，闯关打怪的成就感却是真实
的。”

但是，买装备的花费少则几百元，多
则上千元，游戏的开销越来越大，张裕的
工资收入开始不够用了。囊中羞涩时，
张裕想到了那些“交好”的老板。于是，
他先是以借为由，向环保工程公司老板
郭某“借款”2万元。

从第一次收礼、第一次接受吃请，到
第一次开口“借钱”，贪欲在张裕心中逐
渐膨胀。辖区内一些环保工程公司老板
以祝贺张裕结婚、买房为由送上礼金，以
逢年过节为名送上红包，少则几千元，多
则数万元。

为了排解收受贿款的压力，也为继
续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张裕长时间在虚

拟世界里麻痹自己。最疯狂时，张裕单
日充值就有5000多元；钱不够时，他又
忍不住同老板进行权钱交易。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短短两年时
间，张裕累计在网络游戏中充值18万余
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那些有求于他
的老板。

“如果当初不玩网游、不攀比装备等
级，如果第一次没有‘伸手’，现在的我应
该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回想起自
己的违纪违法历程，张裕掩面忏悔。

因犯受贿罪，年仅30岁的张裕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并处
罚金28万元。

90后出纳染上赌瘾，挪用公款近千万

今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原鹿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
原县卫计局）出纳杨光曦挪用公款900
多万元被县纪委监委立案查处并通报曝
光，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引起震动。

杨光曦是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的90
后。2015年底，杨光曦开始接触到网络
赌博。2017年2月，杨光曦受聘任原县
卫计局出纳时，他仍在参与网络赌博，而
且赌瘾越来越大。

他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赌博需求，
还将以做生意为由骗父母的5万元全部
输光。执迷不悟的杨光曦想着继续投入
赌资，试图东山再起。为了翻本，他在网
上借了很多小额贷款，仍是血本无归，最
终，想到了自己经手的公款。

此时的杨光曦负责保管转账支票，
私自截留前任会计的个人印鉴。由于县
红十字会公章管理使用不严，他悄悄利
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把县红十字会的账
户资金134万余元装进自己囊中，投入
网络赌博，很快就赔了个精光。县红十
字会账户被他“洗劫一空”后，他又通过
虚列款项，假冒财务股负责人和分管领
导签字，私自加盖单位公章等方式，先后
94次挪用单位资金812万余元。

只顾大笔挥霍的杨光曦，在案发时
甚至不知道自己挪用公款的总数。

“从调查开始，杨光曦就一直很配合
我们的调查工作，但是他只知道自己挪
用了很大一笔公款，对具体的挪用金额
根本没有概念，同时也没有考虑过自己
将要面临的刑罚。当他知道自己挪用了
共计900多万元公款后，当场情绪崩溃
了。”鹿寨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
主任谭明明告诉记者。

“精致生活”、消费主义洗脑，有的年
轻干部被不良嗜好和物质欲望冲昏了头
脑

综合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例发现：
有的收受贿赂用于美容整形，有的挪用
公款归还网贷，有的截留民生资金购买
奢侈品、打赏网络主播……

梳理近年来典型案例呈现的集中特
点，宁波市镇海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年龄上看，违纪违法低龄
化程度加重，部分干部参加工作没几年
就开始犯案；从岗位上看，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的部门和岗位是涉案‘重灾区’。”

由于涉世未深，年轻干部也容易成
为他人进行违纪违法的“中间人”。

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部分案
件中，年轻干部变成一些领导干部实施
违法犯罪和违纪违法行为的工具。“一些
领导干部碍于自己的身份和级别，不方

便亲自出面，就把年轻的干部培养成他
的‘小弟’，与他共同分赃。年轻干部分
辨是非的能力较弱，也容易受到不良风
气的影响，最终步入歧途。”

在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
检监察室副主任廖庭俊看来，年轻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注重

“体验感”，目的性强，急于权力变现。
不同于一些案件中，领导干部将收

受的现金或金银珠宝堆放于家中，时不
时欣赏把玩；也不同于一些干部以“为家
人子女攒下资本”为动机，收受房产车辆
等固定资产的行为。廖庭俊发现，一些
年轻干部在落网后，涉案资金多半已经
挥霍一空，不仅账户上没有什么钱，甚至
依然背负着巨额债务。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
伟表示，年轻干部腐败表现存在一定共
性，呈现出部分年轻人的社会生活特征，

“一些年轻干部日常生活贪图享乐、爱慕
虚荣，甚至热衷炫富攀比，为此不惜以身
试法、铤而走险。”

这种现象或许不仅仅出现在年轻干
部中。近年来，在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追
求奢侈品牌等风气的影响下，有的年轻
人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涨，收入增速
赶不上欲望增速，很多人都已不再满足
于花明天的钱，其中不乏“卡奴”“月光
族”“啃老族”。

在“精致生活”流行、消费激增的消
费主义“洗脑下”，少数年轻干部不比奋
斗比享乐，不比努力比投机，精神追求的
缺位让他们丧失了纪法意识的“压舱
石”，被少年得志、恃权傲物、不良嗜好和
物质欲望冲昏了头脑。

另一方面，少数单位和上级部门领
导认为年轻干部本身的综合素质相对较
高，放松了对年轻干部及其权力的监管；
部分年轻干部认为自己的工作较为繁
忙，把党风廉政教育当成走过场。

“从查处的案件看，一些年轻干部在
平时存在少年得志、忘乎所以和孤傲气
盛的性格弊病，缺乏进行自我约束和自
我管理的能力，导致私欲不断膨胀，走上
违纪违法的道路。”鹿寨县纪委监委审理
室主任罗祖川表示。

应对腐败低龄化问题需对症下药

腐败低龄化，深刻说明了腐败问题
的复杂性、潜伏性、危害性。“随着越来
越多的80后、90后、95后走上工作岗
位，特别是任领导职务以后，如何对年
轻干部的监督‘关口前移’，治理贪腐低
龄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宋伟
表示。

应对年轻干部腐败问题，除了预防
干部贪污腐败现象的常规对策外，还需
要针对年轻干部的特点对症下药。

“一些工作时间不长、基层历练不
够，却在重要岗位或者关键环节任职、有
大量资源和资金并掌握一定权力的年轻
人，拒腐防变的能力较低。”宁波市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年
轻干部思想活、理念新，好交友、善交友
本是他们的优势，但许多年轻干部蜕化
变质，一步步陷入违纪违法的泥坑，都有
一个从“不拘小节”到丧失气节的演变过
程。

为此，对年轻干部要高标准、严要
求，着眼早、立足小，完善监督机制，健全
监管制度，增强对年轻干部权力监督的
规范性。

“建立年轻干部思想动态监管监测
体系，要用活用好约谈手段，定期不定期
开展谈心谈话，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
年轻干部工作之余的生活通常十分丰
富，组织上应当关注其朋友圈、生活圈、
社交圈，规范‘八小时’外活动，同时丰富
年轻干部娱乐生活，创造健康的生活环
境，锻造健康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廖
庭俊建议。

多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防止年轻
干部特别是85后、90后干部走向违纪违
法歧途，他们的主要领导一定要切实负
起责任，决不能在日常监督上缺位。

由于工作经验、社会经验有限，年轻
干部的问题线索一般不会隐藏特别深。

“比如，一些年轻干部沉迷物欲，热衷购
买奢侈品，动辄背名包、穿名牌，这些东
西明显超出收入水平，是很容易发现
的。”

而在一些挪用公款归还网贷、进行
赌博的案例中，年轻干部行为的异样也
早有迹可查。“他们在动用公款前，往往
已经到了‘走投无路’，急于翻盘的状
态。他们在工作上通常心不在焉、无精
打采，甚至向周边同事借过钱。如果组
织上能够关注到，其实是可以早些挽救
的。”

“有时候我们感到很惋惜。”一位办
案人员告诉记者，“年轻干部思想相对单
纯，办案过程中配合的程度通常比较高，
更容易吐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他们的领
导能在问题萌芽时，与他们谈心谈话、咬
耳扯袖，就有可能阻止他们滑向违纪违
法的深渊。”

内部制度规范不完备、执行不到位，
缺乏监管，也是造成一些年轻干部“钻空
子”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一些案例中，
文化水平比较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
强的年轻干部，会更擅长利用新技术手
段去作案。比如他们会用单位的电脑系
统来查询甚至篡改数据，或是利用系统
的漏洞，加强了调查的难度。”

年轻干部所在的各级党组织必须
把教育监督管理贯穿干部培养的全过
程，绝不能重选拔、轻管理。“在选人用
人上，要树立正确观念，不能搞唯年龄
或者唯学历论。要严格贯彻能上能下
的规定，防止年轻干部‘带病提拔’。”廖
庭俊说。

“现在许多年轻干部缺乏基层工作
经验，对国情、社情、民情没有较深刻的
感受，宗旨意识也就相对淡漠，关键时刻
就容易‘掉链子’。”针对这一情况，一些
受访人员建议，应有计划、有目的、有步
骤地让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艰苦地区、
复杂环境进行锻炼。锻炼的过程，是培
养的过程，也是观察的过程、淘汰的过
程。

受访人员也表示，对年轻干部要做
到严管厚爱，加强人文关怀，特别要注意
年轻干部精神层面上渴望得到尊重认可
的心理需求。“一些年轻干部初入社会，
面临着工作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也面临
各种诱惑，如果单位领导不能把严管和
厚爱有机结合，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思
想动态，就很容易对年轻干部的一些违
纪违法行为失管失察。”

“单位组织还是要主动关心年轻干
部的成长。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年轻干部
应给予必要帮助，使其真正做到干而无
忧，更不至于走上歧途。”罗祖川表示。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吴杭民

清明时节雨纷纷，缅怀先烈泪欲流。
清明时节，本是缅怀英烈、祭奠英

雄的特殊节日，可偏偏在这种时候，还
有人辱骂烈士、侮辱烈士遗孀，令人情
何以堪？！

近日，据平安北京通报，根据群众
举报线索，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抓获一
名在微信群聊中辱骂烈士王伟、侮辱
烈士遗孀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男，63
岁）。该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微信群聊中辱骂“海空卫士”王
伟、侮辱烈士遗孀！是可忍，孰不可忍？！

2001 年 4 月 1 日，上午 8 点左右，
一架美军的EP3型侦察机在中国海南
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我方发现之后
立即派出了两架飞机进行监视，其中
一架飞机编号为“81192”。驾驶着

“81192”的飞行员,就是后来我们都熟
知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

我方飞机与美军侦察机同向同速
飞行了一段时间后，美军的侦察机突
然向我方飞机转向，向“81192”撞压过
去，“81192”的垂直尾翼被美军侦察机
的螺旋桨打碎，“81192”坠入大海。王
伟跳伞后下落不明。我方当即在南海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总共有近
10 万的中国军民开始了 14 个昼夜不
间断地搜寻王伟。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为他担忧，为他能平安回来而祈祷。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再也没有找
到王伟。在那海天之际，王伟，刹那
间，化作了一颗耀眼的恒星！

今年清明，杭州安贤园“海空卫士”
王伟烈士墓前，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前往
悼念。我们追忆历史，我们追思英雄，
因为他们是历史天空的璀璨星辰，更是
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他们的事迹和精

神是激励社会前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正是他们的牺
牲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和平、安稳的
幸福生活，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作出贡献的英雄烈士都值得被铭记。

捍卫英雄就是坚守正道，维护弘扬
社会正义。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是国家崇高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体
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他们身上
闪耀着的英烈精神，如明灯般照亮人们
前行的道路。“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不
容亵渎、不容诋毁。”所以，谁亵渎英雄、
诋毁英烈，谁就是在否定崇高、混淆是
非，就是在拆我们的精神之基！

捍卫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就
是捍卫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的前途命
运。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
我国首部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
的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
侵略行为将被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
责。这部法律为英烈精神融入国家血
脉和民族灵魂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
障，对于推动形成捍卫英烈、学习英烈
的良好社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我
们用法律保护你。”真挚的话语道出人
们对英雄烈士的敬意和爱戴。唯有构
建捍卫英雄烈士的举国法治高压和社
会氛围，才能筑起不可逾越的法律屏
障，让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宵小对法
律心存敬畏。依法坚决打击公然诋毁
侮辱英烈的行为，以法治告慰英灵，才
能在全社会营造共同维护英烈尊严、
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良好氛围，才能
让我们的英烈含笑九泉、永垂不朽！

辱骂“海空卫士”，看法律如何收
拾你！

一件件石雕形态各异、精美别致，
一艘艘小船驰而不息、惟妙惟肖……
在温州市文成县有文乃成文创公司大
厅展览柜上，一批以“红船精神”为主
题的石雕作品格外吸睛。近日，为庆
祝建党 100 周年，文成县总工会邀请
县工匠、“海归”石雕师胡植柱结合侨

文化、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以“红船精
神”为主题的系列石雕作品。

接下来，文成县总工会将以建党
百年为契机，深入挖掘一批民间传统
手工艺传承者，以技艺的传承延续见
证中华大地的百年巨变。

通讯员周作强 摄

年轻干部党性历练、社会阅历相对不足，违纪违法问题须高度关注

警惕腐败低龄化
石雕刻党史

辱骂“海空卫士”
看法律如何收拾你！

工报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