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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预防课效果佳

“现在兴起的通过微信发放红包和通过客户端送礼品券的方式，也
属于受贿行为，受贿金额按照所收受红包或礼品券的金额计算。”这是
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在给辖区干部上职务犯罪预防课的开场白，与以
往不同的是此次预防课主要针对的是隐身的腐败行为。该院在今年的
执法办案中发现，时下兴起的通过微信聊天工具派送红包和通过网络
购买礼品券直接以电子码传送到受贿者手机上的形式已经成为当下行
贿和受贿的新形式。通过上述方式，不但行贿者和受贿者不需要见面，
而且其也不需要通过银行或其他商业机构，比以往的行贿、受贿方式更
为隐秘，使一些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企图利用这一隐身的外衣进行腐
败活动。有鉴于此，该院预防干警专门针对微信、网络犯罪等“隐身腐
败”展开了此次专题预防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打消潜在犯罪分子可能存
在的侥幸心理。该院在预防课上强调，虽然此种犯罪形式表面上具有
隐身的形式，可是其实质还是行贿、受贿犯罪，而且由于其通过网络进
行更易于获取相应的转账书证，进而锁定行贿方和受贿方，便于检察机
关进行案件的侦办。

日前，该院已多次为辖区干部开展隐身腐败预防课。“你们这堂课，很
及时也很必要，让我受益匪浅啊。”一位听课的辖区干部如是说。 （胡皓）

今年来，唐河县检察院立
足检察工作实际，采取三项举
措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搭建
信息化平台，助推检务水平的
提高，取得良好效果。一是加
大投入，用科技化手段推进执
法质量的提高。该院建设 IP
数字广播、LED智能展示、消
防灭火联动、安防视频监控等
基础设施；完成检察内网分级
保护测评、外网等级保护，建
设检委会投票表决系统、律师
阅卷系统和办案区高清同步
录音录像等系统，积极筹建远
程高清视频接访系统，为该院
业务部门执法质量的提高提
供良好的技术支撑。二是创
新机制，强化检察技术在执法
办案中的作用。该院检察技
术部门加强与各个检察业务

部门的协作配合，完善相关工
作制度。在案件侦查、出庭公
诉等工作中借助先进技术的
支持，发挥检察技术在执法办
案中的重要作用；反贪部门在
侦破范某某受贿案件中，充分
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准确定位，及时抓捕归
案，为国家和人民挽回 1000
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三是整
合资源，强化信息化建设在检
察工作中的作用。依托电子
检务工程，加强数据积累,整
合资源，助推检务水平的提
高。去年以来，业务部门通过
侦查信息化平台的应用，共查
处职务犯罪案件 43件 48人，
有效地发挥了信息化建设在
检察工作中的作用。

（牛凌云 蒋大伟）

暑期渐至，天气变热，儿童溺水事件时有发生。
为增强学生防范意识，近日，郑州市惠济区贾河小学
组织开展防溺水教育活动。学校通过播放防溺水视
频、黑板报等形式，让学生了解预防溺水常识和溺水
自救互救等知识。本次活动使学生了解私自到河边

游泳、玩耍的严重后果，增强了学生防溺水的安全意
识。今后学校将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要求教
师把这项教育工作渗透到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之
中，杜绝管理盲点，避免溺水事故发生，为孩子创造
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王军）

长垣县人民检察院不断健全各项管理机制，
抓好干部素能提高，突出抓好青年干警的培养，
持之以恒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坚持开展“创建
学习型检察院、争做学习型检察官”活动，落实每
周二、四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制
度。成立课题研究、法庭论辩、材料写作等特色
团队，开展庭审论辩、检察官讲坛、业务比赛、知
识测试、好新闻、优秀调研成果评比，法律进机关
等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检察干警
法律素养与专业能力。近年来，该院共邀请全国
知名法学专家、高校法学教授等来院授课10次，
举办检察官讲坛、先进个人公开课26次，开展模

拟庭审论辩16次，组织干警参加上级检察院举
办的业务培训200多人次，组织干警参加上级检
察院举办的领导素能培训 6人次，业务培训 80
余次，全面提升检察干警素质。坚持新老干警

“一对一”传、帮、带和青年干警轮岗培训机制。
鼓励干警参加司法考试，对通过司法考试人员给
予检察长特别奖并在提拔时优先考虑。随着人
才结构不断优化、形成梯队，干警队伍素能不断
提升，各科室工作不断晋位，各项业务工作一直
呈现平衡发展的良好态势，基础较好的工作继续
巩固发展，原本薄弱的项目得到改进提升，质效
指标进入全市前列。 （姜雪梅）

三举措加大信息化建设

打造专业化检察干警队伍

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

受新乡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产权市
场”）对其持有的新乡华源电力电缆有限公
司100%股权进行公开转让。挂牌价格为
3950万元（人民币）整。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新乡华源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3月30日，法定代表人：端木繁杰；
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经营范围：电线、
电缆制造、销售。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新乡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标的

企业100%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新乡华源电力电缆

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经国家电
网公司批准（国家电网体改[2015]877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经审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乡
华源电力电缆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6901.78
万 元 ，负 债 总 计 5053.54 万 元 ，净 资 产

1848.24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

案情况
经评估，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乡

华源电力电缆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8648.70
万 元 ，负 债 总 计 5053.54 万 元 ，净 资 产
3595.16万元。评估结果已经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备案。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受让方为法人的，应当为中国境内依

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具有良好的财
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2.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3.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购买标的企
业全部股权的支付能力。

4.具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商业信誉和社
会信誉。

5.有切实可行的转让后整合计划并能
将标的企业做强的战略规划。

6.受让方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承担购
买标的企业全部股权应缴纳的相关税费。

7.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8.缴纳交易保证金200万元。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日期为 2016年 7月 13日。若在公告期内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期内向郑州市产
权交易市场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
并缴纳 200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
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
材料、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
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
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
则全额无息退还。

联系人：钟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9195
邮编：450000
网址：http://www.zzgz.gov.cn/ccsc/
电子邮箱：zzcqjysc@163.com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6年6月16日

新乡华源电力电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公告
[2016]10号

受新乡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产权市
场”）对其持有的新乡市华源杆塔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进行公开转让。挂牌价格
为1275万元（人民币）整。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新乡市华源杆塔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年5月13日，法定代表人：端木繁杰；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经营范围：电力杆
塔、路灯杆塔等制造、销售。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新乡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标的

企业100%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国家电网公司批准

（国家电网体改[2015]877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经审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乡

市 华 源 杆 塔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资 产 总 计
1784.00 万元，负债总计 1244.97 万元，净
资产539.03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
案情况

经评估，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乡
市 华 源 杆 塔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资 产 总 计
2413.44万元，负债总计1244.97万元，净资
产1168.47万元。评估结果已经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备案。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受让方为法人的，应当为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用。

2.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3.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购买标的企
业全部股权的支付能力。

4.具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商业信誉和
社会信誉。

5.有切实可行的转让后整合计划并能
将标的企业做强的战略规划。

6.受让方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承担购
买标的企业全部股权应缴纳的相关税费。

7.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8.缴纳交易保证金65万元。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日期为2016年 7月 13日。若在公告期内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期内向郑州市产
权交易市场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
并缴纳65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
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
料、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
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
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则全
额无息退还。

联系人：钟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9195
邮编：450000
网址：http://www.zzgz.gov.cn/ccsc/
电子邮箱：zzcqjysc@163.com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
2016年6月16日

新乡市华源杆塔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公告
[2016]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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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
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
伍上横山……”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陕西省延安
市志丹县采访，松柏苍翠的刘志丹烈
士陵园里，回响着这首陕北百姓感怀
刘志丹的歌曲。陵园刘志丹塑像昂
首挺胸、凝视前方。

1925 年，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后，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并
领导渭华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和
谢子长等人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
心的陕甘边苏区；领导陕北军民粉碎
了敌人的“围剿”，为西北根据地的成
立创造了条件；将陕甘边、陕北两块
苏区连成一片，建立西北根据地，成
为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
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1936 年春节过后，刘志丹率部
队东渡黄河到山西打通抗日道路。4
月14日，在与敌人的激战中，不幸中
弹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烈士陵园里，有两块镌刻
着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的石碑，一块
刻着“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
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
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
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
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另一
块刻着“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将军十几年的革命生
涯，都处在白色恐怖和艰难困苦的环
境之中，但他从不畏惧，为了共产主
义理想出生入死。”烈士陵园党支部
书记张晓维说，刘志丹经历了很多失
败和磨难，但百折不回，丝毫没有动
摇对党和革命的信心。

出生在陕北农村的刘志丹，自幼
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
景象，十分同情穷苦大众，萌发了改
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在榆林中
学读书期间，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
产党员教师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
《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常常激
动得彻夜难眠。

东征出发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
荣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
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
深受苦难，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
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
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入党
誓言。“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矢
志不渝的人生理想。

日前，在刘志丹女儿刘力贞生前
居所，记者看到了刘志丹烈士照片。
照片上的刘志丹一身戎装，目光含
笑，英气逼人。年近9旬的刘志丹女
婿张光说，刘志丹参加革命后，与家

人聚少离多，女儿刘力贞与他相处时
间很短，“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刘力
贞看到了父亲如何心怀人民、顾全大
局，这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

刘力贞生前回忆，母亲刚到根据
地不久，父亲就让她给红军战士缝补
衣物、烧水做饭、照顾伤兵，他自己也
常把马让给走不动路的小战士或伤
员骑，把棉衣给在战争中丢了衣服的
战士穿。打仗缴获的粮食、衣物，大
部都分给了穷苦群众。

“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物
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
财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
宽广无私的坦荡胸怀。他使我懂得人
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我
们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刘
力贞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在张光看来，人民和革命事业在
刘志丹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即便在遭受失败、冤屈时，这二者仍
是他心中最重的砝码。

1935 年，在“左”倾的路线影响
下，根据地展开了错误的“肃反”运
动，刘志丹也成了“肃反”的对象之
一。刘志丹坦然接受组织审查。身
处险境、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
泽东、周恩来闻知此事，下令“刀下留
人”。刘志丹后来劝告其他蒙冤同
志：“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
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
是为了个人。”

“如此光明磊落，又如此委曲求
全，刘志丹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看
到党的分裂，更不愿因此给敌人可乘
之机，给人民带来伤害。”张光说。

提出“红色”“白色”“灰色”三种
斗争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在安定、南梁、照金创立三个游击
区相互依托、相互支持，使陕甘边根
据地打开了新局面；实行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的方针，
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刘志丹
在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发挥着自己
的军事才能，取得了辉煌成绩，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36位杰出
军事家之一。

“刘志丹短暂的一生，驰骋于西北
黄土高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几经
风雨，几多磨难，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
据地……”在志丹县刘志丹红军小学，
师生们在激情讲述刘志丹的事迹；“生
而益民，死而谢民”的共产党人精神，
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传颂、承续。

（据新华社西安6月15日电）

中央档案馆里留存着中国共产党
早期革命者潘心源1929年7月撰写的
一份报告——《湘东各县工作报告》。
报告对马日事变、农军攻打长沙、秋收
起义等湘东各县的斗争情况作了详尽
介绍。这个报告写出后仅一年多，年
仅27岁的潘心源就英勇就义了。

报告的开头，潘心源特意写道：
“当日参加斗争的同志，大部分是在历
次英勇的斗争而牺牲了……我因为恐
怕以后没有相当的机会将历年斗争的
经过写了出来，使我无数英勇同志用
血花换来的光荣历史不至于埋没，因
此对过去的事实不免多写了几句。希
望中央将此报告长期保存，为我死难
同志留个无穷纪念。”

1903年出生的潘心源，自小思想
活跃，17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因蔑
视时弊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
《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他先后
撰写多篇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

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
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1923年
6月，经夏明翰、田波扬介绍，潘心源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
武昌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心
源作为湖南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
会，在会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
装工农的主张。

会议期间，作为浏阳县委书记的
潘心源给浏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据
《湘东各县工作报告》记载，他要县委
的同志“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必须参
加武装斗争；要力争在很短的时间内
成立一个师，搞到三千支枪。同时，一
定要把自卫军训练好……”

马日事变后，潘心源参加了长沙附
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的武装斗争。对
斗争的失败，他在《湘东各县工作报告》
总结道：“浏阳农民之围攻长沙，虽然失
败，但其伟大意义决不因失败而减少，

确实是对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的答复，
它确实是对可耻的机会主义反响的呼
声，它确实是成为湖南革命退兵时之英
勇的一战，洗去了不少耻辱。”

潘心源曾参加秋收起义。起义
后，潘心源继续留在浏阳搞游击战争，
并不断取得胜利，湘东各县革命力量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28年冬，潘心
源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兼
任省委农民部长。在《湘东各县工作
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以后再
平浏所决定的游击战争，策略便比较
正确得多，大致可以把它写成下面几
句话：‘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
出，化整为零，只要会打圈，不要会打
仗’。”这是潘心源总结斗争经历，提出
的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相同的军
事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29年 4月，中共中央派潘心源
去苏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被封锁未
能去成，改去上海党中央。在那里，潘

心源以湖南省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
央提交了这份《湘东各县工作报告》，
全文长达两万余字。

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潘心源被
委以中央巡视员重任，赴湘鄂赣传达党
的六大决议，后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
政治委员，还代理过红三军政委。

1930年 9月，中央军委任命潘心
源为红十三军政委。同年12月初，在
乘船去温州开会途中，因叛徒出卖，在
浙江玉环县被捕后被杀害。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在工作中善
于总结思考，为中国革命积累了重要
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95年奋斗历程
中，也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积累
提高中，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又一个
胜利。（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当前，中国的债务问题受到全世
界关注。中国的债务到底高不高，是
否存在危机？对此，中国社科院学部
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
李扬15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介绍，截
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
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中国
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中国有
足够的资产来应对债务风险，不存在
债务危机。

中国的债务算不算高？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
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居民部
门债务率在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
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

“这样的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
算太高。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
围内。”李扬进一步解释，截至2015年
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债务合计 26.66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39.4%。即便将地方融资平台的
债务加入，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
务水平达到 56.8%，仍低于欧盟 60%
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专家介绍，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水

平超过 200%，美国超过 120%，法国
120%左右，德国80%左右，巴西100%
左右。

关于市场普遍担心的地方政府债
务问题，李扬认为，看地方政府能不能
还得起债，需要用债务率指标衡量，如
果债务率不足 100%说明还得上。
2015 年 中 国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率 为
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

“目前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
中在企业部分，中国企业债务问题值
得高度关注。”李扬介绍，截至2015年
底，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
131%。如果加入融资平台债务，非金
融企业部门债务率将激增至 156%。
其中，国企的债务率占比较高。

中国是否存在债务危机？

评估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
性，不光要分析债务本身，还应考虑资
产。李扬认为，中国拥有足够的资产
来应对债务风险，发生债务危机应为
小概率事件。

社科院的研究显示，按宽口径匡
算，2014 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 227.3
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
值为103.3万亿元。按窄口径匡算，即
扣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并以
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替代当年的国土
资源性资产，中国的主权资产减少到
152.5 万亿元，但主权资产净值仍有
28.5万亿元。

李扬表示，即使出现大规模债务
违约，中国也有足够的资财，在不对国
民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
予以妥善解决。

在李扬看来，中国的高储蓄率为
中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缓
冲。我国每年要有相当于GPD50%的
储蓄需要转化为投资，而储蓄向投资
的转换大多会形成国内债务。高储蓄
率使得中国的债务可以在国内依靠自
身力量平滑地处置。

此外，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各
级政府借债主要为了进行投资。“因此，
与巨额债务相对应，我国地方政府掌握
着大量的优质资产，这些资产形成未来
偿债的可靠保障，从而也大大降低了中
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李扬说。

中国该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近期，中国银行业不良率有所上
升，债券市场上个别企业出现违约现
象。对此，李扬表示，债务问题的核心
是处理其中的不良资产，本质上是要
挤出过去增长过快留下的“水分”。不
良资产在实体经济中相对应的是过剩
产能、过多的库存，因此去杠杆和去产
能、去库存密切相关。

“鉴于中国企业债务主要来源于
国企，处理债务问题和国企改革密切
相关。”李扬认为，处理债务问题还和
中国的市场化和法制化建设紧密联
系，兼并重组、债转股等方式要在依法
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
不能一纸文件就处置了。

“解决债务问题得从化解不良资
产、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多
个角度通盘考虑。”李扬表示，财政部
门、金融监管部门、发改委、银行机构
等难凭一己之力完成，需要协调各方
一起努力，把过去几十年高增长中积
累的问题处理了，为今后的发展打好
基础。（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中国不存在债务危机
——社科院专家详解债务问题

撰写《湘东各县工作报告》的潘心源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三

刘志丹：
“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民族脊梁光辉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