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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养
老行业在岗职工技能水平，加
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7 月
19日上午，湖南省第三届养老
护理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养老
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湖南赛区选
拔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本次赛事由湖南省民政厅、湖
南省人社厅、湖南省总工会、湖
南省妇联联合主办。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此
次赛事是湖南省养老服务领域
举办的竞赛规格最高、参与人

数最多、技能水平最高、影响力
最广、表彰力度最大的职业技
能竞赛。竞赛分为县级培训选
拔、市级预选赛和省级选拔赛
三个阶段，目前已进入市级预
选赛阶段。竞赛以团队为单
位，要求参赛队员为湖南省内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2年及以上
的在职职工。组委会最终将按
省选拔赛综合排名和报名条件
推选 4 名选手，代表湖南省赴
南京参加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
能大赛。

数据显示，目前湖南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1321 万，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984 万，
分别占全省总人口的19.88%、
14.81%。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蒋建华表示：“老龄化
程度越来越高，迫切要求加快建
设一支规模适度、素质优良、结
构合理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希望通过此次职业技能
竞赛，可以促进全省养老护理
员队伍建设，推动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记者鲍杰）

湖南举办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

7月19日，深圳市民梁先
生收到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人员送达的裁定书，法
院批准了他的个人 破 产 申
请。这是全国首部个人破产
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
产条例》自今年 3 月 1 日正式
施行以来的“第一案”。

35 岁的梁先生，2018 年
选择蓝牙耳机市场创业，由于
没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加上遭
遇疫情，银行债务越垒越高且

无力全部偿还。据其申报的
情况，截至破产申请提出之
日，他的债务总额约75万元，
但仅有36120元存款、4719.9
元住房公积金，无房、无车。
梁先生创业失败后，在另一家
公司上班，每月收入约2万元，
他表示愿意尽力还债。

根据裁定生效的重整计
划，梁先生三年内偿还借款本
金，所有利息被免去。未来三
年，梁先生夫妻除了每月用于

基本生活的7700元（一家5口
人，含 2名在校学生），以及一
些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豁免
财产外，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
债务。如果不能按重整计划
执行，债权人依法有权向其追
索未归还的所有借款本息。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
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表示，个人
破产制度给了“诚实而不幸”的
债务人经济上“重生”的机会。
（摘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裁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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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强调，高度关注年轻干部违
纪违法问题，加强教育管理监
督。据媒体梳理，今年已有多
名“90 后”干部被查。年轻干
部腐败案件有何特点？

沉迷游戏装备和网络赌博

贪污 717 万元，受贿 12.5
万元，职务侵占52万元……最
终，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原业务员罗
垲峰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职务
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6 个月。据办案人员介绍，罗
垲峰虚荣心很强，不仅喜好购
买奢侈品，还沉迷手机游戏，他
花费 40 余万元充值、雇人代
练，只为达到所谓的顶级层次。

河北南宫市水务局财务
股“90 后”原干部李晓飞虽然
不玩网络游戏，却在网络赌博
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最终，面
对各种催债消息，李晓飞在短
短8个月时间里，共挪用、贪污

公款1921.88万元。
比起奢侈品，江苏连云港

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
员万振更痴迷电子产品。只要
最新款手机、平板电脑一上市，
他就会想方设法买到手。据报
道，他在6年内购买了50部手
机。工资收入无法承担高额开
销，他便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伪
造会计凭证、重复报账、虚列支
出等手段，分 31 次套取、骗取
公款共计40余万元。

善于利用数字支付等手段

一些牵涉贪腐的年轻干
部在敛财手段方面也“与时俱
进”。今年 5 月 18 日，河南濮
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保障中心召开警示教育会，通
报了该中心原干部穆玉龙制作

“李鬼”二维码的违纪违法案
例。据报道，穆玉龙利用职务
之便，私自将个人支付宝二维
码页面名称篡改为“中国社会
保险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保障中心”，以此违规收取养老
保险费60多万元。

伪造二维码只是新型腐
败套路之一，还有人利用公款
私存、延迟进账的方法，玩起了

“腾挪戏法”。浙江杭州市钱塘
区义蓬街道春园村原报账员朱
锐锋，经常接触大量资金，但他
不按规定将农医保款、征地养
老保险金等资金缴纳到对公账
户中，而是多次通过延迟入账等
手段，将资金转账到其个人银行
账户、支付宝余额宝账号中，借
此理财牟利。后来，他又沉迷炒
股，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公款也
越挪越多。2020年3月，朱锐
锋因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精神空虚、缺少监管是主因

学历高、能力强、潜力大，
这些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为何自毁前程、堕入违法犯罪
的深渊？

“事业无追求，生活无压

力，导致李晓飞缺乏奋斗的动
力，没有明确的精神寄托，更找
不到生活的意义。”这是办案人
员对李晓飞违纪违法原因的分
析，也折射出部分因生活优渥
而丧失斗志的年轻干部存在的
问题。

山东省烟台市纪委监委
针对近年来查办的年轻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进行深入分析研
判，厘清深层原因。“相关单位
管理有漏洞，教育引导不到位，
是导致年轻干部尤其是身处关
键岗位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的重
要诱因。”据报道，被查处的年
轻干部，大多集中在“管钱、管
项目、管审批”等资金密集、权
力集中的工作岗位。他们虽然
没有多高的级别，却因身处一
线岗位，拥有着直接办理具体
事项的便利。其中一部分年轻
干部便利用监管漏洞，将本不
属于自己的钱财据为己有，小
错逐渐累积成大错。（摘编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年轻干部贪腐用上二维码
●7月19日，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在网上
回应三孩准生证申领问题
时明确提到，经请示国家卫
生健康委相关司局，2021
年5月31日之后，均可以生
育三孩，新政策出台前“生
育服务登记证”到所在地登
记备案，待出新“生育服务
登记证”后进行补办。女方
生育三孩享受国家法定产
假 98 天（针对全国性政
策）。（摘编自澎湃新闻）

●中国夏季的“清凉
世界”在哪里？日前，上海
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发布

《2021 中国候鸟式养老夏
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显
示，昆明位居 75 个预选城
市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
贵阳、青岛、西宁、大连、哈
尔滨、威海、银川、长春、庐
山等地。这75个城市最集
中的分布区分别是东北三
省和云贵高原。（摘编自《新
民晚报》）

●近日，教育部联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印
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
南》，对适应儿童青少年生
长发育需要，推动学校营养
与健康工作，规范学校营养
与健康相关管理行为作出
要求。其中还明确规定，中
小学校内不得设置小卖部、
超市。（摘编自《成都商报》）

■国际速读

美国父子因非法协助
戈恩出逃获刑 美军特种部
队“绿色贝雷帽”前成员迈
克尔·泰勒和他的儿子彼
得·泰勒，因非法协助日产
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
戈恩逃出日本，日前被日本
首都东京一家法院判处监
禁。迈克尔被判两年监禁，
彼得获刑一年零八个月。
此前，戈恩在日本面临挪用
公款、瞒报收入、向企业转
嫁个人投资损失、严重背信
等多项指控。戈恩否认所
有指控，于2019年12月底
保释期间离奇出逃，经土耳
其飞抵黎巴嫩。（摘编自《北
京青年报》）

德总理候选人灾区考
察露笑脸遭批 德国总理候
选人阿明·拉舍特近日陪同
总统考察洪水灾情时与身
边人谈笑，其间一度大笑数
秒，表情夸张，被媒体镜头
拍到。他受到舆论批评，随
后致歉。截至7月18日，洪
灾导致德国至少 156 人丧
生。拉舍特将以总理候选人
身份参加9月德国联邦议院
选举。（摘编自《北京晚报》）

■数字中国

36.5%
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下

行，据国家统计局测算，6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36.5%，降幅比上月扩大
12.7 个百分点，创今年以
来 猪 肉 价 格 最 大 跌 幅 。
目前，全国生猪存栏 4.39
亿头，已恢复到正常年份
的99.4%。

96.1万
在日前举行的上半年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总工程师田玉龙介绍，
目前我国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截至 6 月
底已覆盖全国所有地级
以上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