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项隘路 （宁穿路-宁东路） 路段太平桥评定为
危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21 年 7 月 23 日起，
0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项隘路 （宁穿路-宁
东路） 上通行，受交通管制影响的车辆可通过东环
南路辅道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7月23日

关于项隘路（宁穿路-宁东路）
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21年第50号）

为保障鄞县大道改造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决定对鄞县大道 （机场路－雅戈尔大道）、

鄞县大道机场路口、鄞县大道石泉路口进行临时交

通管制，具体如下：

一、2021 年 7 月 27 日、28 日 21:00－次日 5:00

（雨天顺延），鄞县大道 （机场路－雅戈尔大道） 段

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剩余半幅临时双向通行。

二、2021 年 7 月 29 日 23:00－次日 5:00 （雨天顺

延），鄞县大道石泉路口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

切车辆通行，受限车辆通过雅戈尔大道－石碶北

路－机场路绕行。

三、2021 年 7 月 30 日、31 日 23:00－次日 5:00

（雨天顺延），鄞县大道机场路口施工，施工期间东

西向车流临时中断，禁止车辆通行，受限车辆通过

雅戈尔大道－石碶北路／云林东路－同德路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

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

行，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7月21日

关于鄞县大道（机场路－雅戈尔大道）
沥青面层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1年第52号

截至公告之日，宁波利富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金

色江山购物广场项目 21 号、17 号、57 号、111 号房屋及

115 号、116 号、172 号、173 号车位没有对外出售，今发

现有社会上人员冒用公司名义对外销售前列房屋。现

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龚骅律师接受公司委托郑重声

明：宁波利富置业有限公司不认同上述销售行为，从未

收取分文房款。律师建议凡自认已购得上述房屋的人

员宜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解决后续事宜以减少损失。

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

2021年7月22日

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公告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893
电话：87800666 日期：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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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贪官层出不穷，又有奇葩一
朵。杭州建德市人社局就业管理服
务处原主任方敏，因贪污罪，被建
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2007 年起，原建德市就业处
主任方敏，兼任欣安服务部主任。
贪官脑子都活络，方敏见服务部效
益不错，就想从中捞一把，便动起
了歪脑筋。方敏想的办法是：一边
建议用人单位，由欣安服务部代购
慰问品，发放给派遣员工，一边又
从服务部再配套一部分资金，作为
购买慰问品的经费。他还想方设法
拉拢服务部的出纳张某、会计李
某，通过抬高慰问品价格的方式，
套取单位资金。

第一次得手后，方敏的胆子越
来越大，不仅亲自去义乌小商品市
场选购慰问品，还找朋友开票走
账，让原本价值 80 元左右的慰问
品，报价为 120 元到 170 元。截至
2015年，方敏一伙 3人，通过类似
手段，套取单位资金 67 万余元，
方敏实际分得50余万元。

一次次得手，贪腐也会上瘾。
后来，欣安服务部被注销，但尝过

“甜头”的方敏，擅自以就业管理
处的名义成立公司，提拔张某 （那

个出纳） 为公司负责人。他们采用
虚构公司员工，伪造工资、福利发
放清单等方式，侵吞公款共计 192
万元，方敏分得70余万元。

方敏先后贪污 120多万元，同
那些动不动贪占数以千万元甚至上
亿元计的贪官相比，他只是个“小
巫”，放在“贪官图谱”里，很快
便会被淹没。但这个小贪官，却出
了一把名，原因就在于，他一边见
钱眼开，贪不够，一面却又嫌钱
脏，不碰钱。

被审查调查期间，方敏多次
重复一句话：“我这个人是不碰钱
的，钱很脏。”义乌小商品市场的
商家反映，“我对这个人特别有印
象，他穿着非常整洁干净，挑一
个皮箱都要洗三次手。”出纳张某
也说，“分给方敏的钱，我每次都
放在信封里给他，因为他觉得钱
脏。”

一个人讲卫生、爱干净，是好
事。但凡事过犹不及，太爱干净
了，成癖成病，像方敏那样有了

“洁癖”，自然会嫌这脏嫌那脏。钱
是商品交换的流通工具，这手出那
手进，不脏不可能。别说有“洁
癖”的方敏觉得它脏，每个讲卫生
的人，恐怕都不会觉得它多干净。

不义之财、不法之财，无论是
正人君子，还是党员干部，都应视

之为脏钱，有意避之，拒而不受。
但在方敏之流看来，沾染臭汗、细
菌的钱币是脏钱，可能危害自己健
康，能不碰则不碰；而凭借手中权
力，便可轻松获取的钱财，不仅不
臭不脏，还似香饽饽一样，趋之惟
恐不得。

丢掉原则、道义和法纪，能把
公家或者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口袋
里，给自己所带来的就是“身心愉
悦”，就是“整洁干净”。这样，方
敏所厌恶的脏钱，自然就成了香
钱；他所说的这个脏，就不是那个
脏了。

方敏贪污公款，手段并不高
明，能一次次成功，且多年后才事
发，关键在于“不能腐”的制度笼
子没扎起来，至少是缝隙和漏洞太
大，对敢腐、想腐的掌权者的制
约，就跟“牛栏关猫”一样，徒有
其名而无其实。

现如今，微信、支付宝等网络
化、电子化、数字化支付手段越来
越先进，股票、债券、期货等投资
渠道越来越宽广，一些干部掌握新
技术、拥有新能力，新型贪腐手段
更便捷、更隐蔽。这给一面嫌钱
脏、一面又认钱香的方敏们上下其
手、贪污受贿，提供了极大便利，
也加大了基层反腐部门监督查处的
力度。

在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国
家监察》中，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
小民，贪污受贿高达 17.88 亿元。
据其下属交代，赖小民熟悉金融投
资，游走于法纪边缘，弄钱手段高
明、花样繁多、迷惑性强，非专业
人士，很难辨其黑白真伪。

之前，我们对党员干部的监
督，说得最多的是党内监督、人大
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等。这几年，中央纪委全会则
提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
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
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
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
机贯通、相互协调。

无论是传统腐败，还是新型腐
败，本质上换汤不换药，根源都在
于权力缺少监督。审计监督、财会
监督、统计监督的入列表明：贪官
污吏们违法乱纪“魔高一尺”，打
造“不能腐”的监督约束体系，就
不能刻舟求剑，而必须“道高一
丈”。

贪官嫌钱脏：此脏非彼脏

冯瑄

农村快递市场前景广阔，“快
递进村”大有作为。

近日，一个好消息从余姚四明
山镇梨洲村传来：我市五个区县

（市）（镇海、北仑、江北、余姚、
慈溪），率先实现“快递进村”全
覆盖。这意味着，再过一个多月，
宁波 2454 个建制村的村民，都将
享有“城里人的快递便利”，工业
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也将开启

“加速度”。
回过头看，实现“快递进村”

的目标并不容易。农村不比城市，
快递服务集约程度低，快递公司成
本控制难度大，这些都是掣肘因
素。为此，在各方努力下，算好惠
民账、经济账、长远账，才能打通

“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真正惠
及于民。

算透惠民账。作为首批“中国
快递示范城市”之一，2020 年宁

波全市人均使用快件数超 122 件，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同比可
知，乡村的快递需求同样不小。小包
裹，大民生，“快递进村”是缩小城乡
差距的有力帮手，也是加快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算清经济账。“快递进村”涉
及企业多、牵涉利益复杂，且各地
发展情况不一，不能“用一张方子
治百病”，要找准合作结合点。为
此，宁波采取试点先行引路、跟踪
总结评估、推广复制模板、形成长
效机制的梯次递进方式，鼓励邮
政、快递企业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
式。

算好长远账。“快递进村”当
然要着眼长远。据一些试点村和企
业反映，不同模式的合作，带来了
当地快递包裹量的快速增长。这充
分说明，农村快递市场前景广阔。
接下来，农民通过快递买进所需商
品，再卖出农特产品，将变得越来
越便利。

算好三本账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杨朝清

“上次我在这个路口留下了
闯红灯的记录，还显示在屏幕
上，下次再也不敢闯红灯了。”近
期，余姚市民在经过城东路的时
候，可能会在路边发现这样一个
机器，屏幕上面会显示行人闯红
灯的抓拍镜头以及路口实时录
像，这就是首次在宁波使用的行
人安全管理系统的主要落地设备

（据 7 月 22 日 《宁波日报》）。
闯红灯，既不文明，也增添安

全风险。但不少行人明知闯红灯
不对，依然不愿意停留、等待。明
目张胆、有恃无恐地闯红灯，源于
违规成本太低：闯红灯既可能被
抓住并接受规训与惩罚，也可能
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问责；即使被
抓住了，警告或者数额不多的罚
款，并不能让行人“肉疼”。

一些人对规则缺乏尊重、敬
畏和认同，认为遵循交规是“笨

拙、迂腐、怯懦”的体现，绕过规
则得到了便宜，才是“灵活、聪明
和有本事”的体现。行人安全管理
系统的出现，震慑和警示作用不
小。闯红灯行为不仅会被发现和捕
捉到，还会“立此存照”，闯红灯
的人会当众出丑、丢脸，违规成本
明显提高，就会多一些对规则的尊
重和敬畏。

让行人遵守规则，不闯红灯，
不能仅靠感召与教化，也需要“硬
约束”。将技术融入城市治理，发
挥技术威力，不仅能够破解一些

“老大难”问题，也能让社会运行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不
管有没有交警现场执法，不管有没
有智能化设备，每个人都应文明出
行：哪怕身边有人闯红灯没被抓，
哪怕自己“坚守立场”而被人嘲
笑，也不应改变自己的坚持。这不
仅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城市文明的
应有之义。

整治闯红灯
多些技术“硬约束”

罗志华

河南暴雨之下，一份名为《待
救援人员信息》的腾讯在线文档受
到广泛关注。文档创建者是一名从
河南走出去的大学生，她和同学在
朋友圈发布想为家乡做的事后，有
30 多名同学一起参与起来。大家
用在线文档分工整理，有的同学核
实救援信息，有的同学联系被困和
待救援人员。后来参与编辑、维护
文档的人越来越多 （据 7 月 22 日央
广网）。

这个在线文档的内容之丰富、
功能之强大、更新速度之快等，都
远超想象。该文档对民众开展自救
互救、寻找和联系亲人、民间爱心
组织和志愿者展开行动，甚至相关
部门投入抢险救灾力量等，不仅实
用，而且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为抢
险救灾提供帮助，为民间力量参与
救援提供经验。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发、上
线、管理该文档，尽管在功能与影
响力等方面，该在线文档还不如央
视新闻开通的“河南暴雨紧急互助
平台”那么强大，但毕竟来自民
间，由个人发起，能够在这么短时
间内传播和被人使用，实属不易。

近年来，每逢紧急关头，就会
有民间人士开发相关产品，为社会
提供服务。为了控制疫情，有民间
团队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开发出了

“健康码”，在整个防疫过程中，
“健康码”发挥了重要作用。《待救
援人员信息》 在线文档虽不能与

“健康码”相比，但同样是民间智
慧与力量的体现。

只有视灾区民众为亲人，才会
争分夺秒动脑筋、想对策。从这个
角度看，该在线文档也是一种爱的
表现，具有温暖人心、传递正能量
的作用。《待救援人员信息》 属于
开放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上线访
问，甚至可以提交内容，这对每个
参与者的能力与素养，也是一种考
验。在该文档运行过程中，曾出现
文件被搞乱、访问人数太多、大量
无关人员访问阻碍信息传递等，因
此，将有限的网络资源，留给最需
要的人，应成为网友的自觉。

对待自然灾害，除了“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信息时代，也应
加上“有智出智”。我们为直奔灾
区的逆行者点赞，而利用互联网来
帮助救灾的人，身处后方但积极贡
献智慧和力量的人，同样应不吝掌
声。

《待救援人员信息》
彰显民间智慧与力量

最美逆行
王成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