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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行为属于泄露国家秘密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的；
（二）买卖、转送或者私自销毁国家秘密载体的；
（三）通过普通邮政、快递等无保密措施的渠道传递

国家秘密载体的；
（四）邮寄、托运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或者未经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的；
（五）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的；
（六）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
（七）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未采取保

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的；

（八）将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接入互联网及其
他公共信息网络的；

（九）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涉密信息系统
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

（十）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存储、处
理国家秘密信息的；

（十一）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技术程
序、管理程序的；

（十二）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退出使用的涉密计
算机、涉密存储设备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改作其他用途
的。

有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且不适用处分的人员，
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其所在机关、单位予以处理。

在线下博物馆珍贵的文物中汲取历
史和文化的滋养，在线上数字博物馆中
沉醉流连，下单一个考古盲盒亲身体会
文物挖掘保护的乐趣，跟随专家学者的
讲解探寻文物背后深邃的背景和生动的
故事……5·18 国际博物馆日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契机，社会公众得以在丰富多
彩的活动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物之
美，加深对文物保护的了解和认识。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从镌刻华夏民族内聚内
敛、崇尚和平性格的万里长城，到展现古
代中西方文化汇聚、碰撞、交融的敦煌石
窟；从以“一己之力”串联起东西方阿舍
利文化传播带的稻城皮洛遗址，到诞生
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的八角楼革
命旧址……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
史，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凝结
在遍布神州大地的文物之中。正是这些
珍贵的遗产，为我们回首过往、立足当

下、开创未来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引和
强大的精神动力。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
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保护不是让
它们藏之深山、孤芳自赏，而是要让收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走进更多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近
年来，不论是《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
宫修文物》等热播的纪录片，还是《国家
宝藏》《考古公开课》等叫好又叫座的电
视节目，抑或是各大博物馆热卖的文创
产品，无不折射出人们日趋丰富而多样
的精神文化需求，带动更多文物活起来
的同时火起来、潮起来。之前也许只在
教科书上有“一面之缘”的国宝，借助活
泼可爱的文物表情包、诙谐幽默的文物
说唱和设计精巧的互动小游戏，形象愈
加丰满而生动。以新的姿态走入公众视
野、大众生活的文物和遗产，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保护文物，不止是文物保护工作者
的责任。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新增

备案博物馆 395 家，备案博物馆总数达
6183家，接待观众 7.79亿人次。蓬勃发
展的博物馆事业，为社会公众增强文物
保护意识注入润物无声的力量。不过近
两年，游客在参观游览过程中破坏文物
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全国首座考古学科
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试行开
放仅十多天，馆内就有多处展示物遭到
破坏；去年 3月，3名游客在长城上刻字
被依法拘留并列入“黑名单”。一些游客
觉得微不足道的不文明行为，可能让文
物承受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巨大损
伤。这也提示我们，在加强文保工作、健
全文保制度的同时，增强全社会珍视文
物、爱惜文物、保护文物的意识依然任重
道远。

重器凝万古之志，典籍汇千载之
思。方寸之间越千年，文物不仅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也是一种熔
铸了深沉家国情怀的精神符号，是时间
和历史的伟大见证。当下人们保护文物
的每一份努力和成就，都将在历史长河
中得到彰显。 张近山

▼5 月 17 日，瑞林
镇水口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了
预防溺水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在山塘、
河流的醒目位置设置防
溺水警示牌，张贴宣传
标语和有奖举报公告，
并对辖区内的重点水域
开展安全巡查。同时发
放宣传单，用流动音箱
播放本土方言宣传音频
等形式，向村民宣传防
溺水知识，让防溺水安
全知识入心入脑。

刘意 记者崔晓燕 摄

为进一步提高河道行
洪能力，改善现有圩堤稳
定性差等问题，提高河道
的水生态环境，改善沿河
周边景观，市乡村振兴发
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汇
信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对万田乡圩堤开展了除险
加固工作，该工程总投资
264 万 元 ，圩 堤 总 长
504.1m，主要包括防洪墙、
挡墙护岸、草皮护坡建设，
原 浆 砌 石 挡 墙 加 高 等 内
容，目前，工程建设基本完
工，现在正对河道桥梁进
行刷漆。图为近日，施工
人员在拆除浇捣挡板。

兰鑫 刘志诚
记者朱燕 摄

本报讯（谢瑶 记者温浩）5 月 18 日 ，黄
柏乡组织开展“扬长征精神 树志愿品牌”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各村（居）党建宣传员
结 合 志 愿 服 务 特 色 项 目 ，与 大 家 分 享 交
流。

比赛过程中，各村（居）党建宣传员通过抽
签确定比赛顺序，依次讲解文明实践独具特
色、富有成效的志愿服务项目，如：“暖童”志愿
服务项目、“橙管家”志愿服务项目、“帮扶帮

困”志愿服务项目等，他们用真实故事、典型案
例、朴实的语言讲述志愿服务中的点点滴滴。

现场评委们从内容设
计、演示讲解、言语表达、
形象管理四方面对参赛选
手进行了评分和排名，进
一步调动黄柏乡党建宣传
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提升了党建宣传员业务知

识水平和讲解能力，有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进一步发展。

本报讯（高鑫 记者邹仕山）5月 18日，市
第二届“工会红娘”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召开。
第二届“工会红娘”，经“工会红娘”介绍牵手成
功代表、部分基层工会主席及市总工会机关干
部职工参加。

近年来，单身干部职工的婚恋问题已经成
为职工群体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之一。为了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努力为全市适婚职工
解决交友难、婚恋难的问题，在第一届“工会红

娘”志愿服务队取得不错成绩的基础上，成立第
二届“工会红娘”志愿服务队，继续为未婚职工
免费提供公益性的婚介服务，帮助未婚职工牵
线搭桥，促进未婚职工喜结良缘，组建美满幸福
家庭。

会议指出，红娘志愿者要加强婚恋技巧、
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在如何牵线、如何
跟进、如何催化等方面下功夫，切实提升服务
专业化水平。各单位及其工会要积极支持工

会红娘开展红娘工作；工会红娘要主动与未
婚职工加强沟通交流，引导其树立积极向上
的婚恋观；工会红娘志愿服务队及小分队要
加强沟通协调，互通信息，共同帮助未婚职工
牵线搭桥。

会上，对第一届“工会红娘”先进典型进行
了表彰，向“工会红娘”牵线成功的职工代表进
行了颁奖，为第二届“工会红娘”代表发放了聘
书，红娘代表进行了发言。

日前，市公安交管大队违法处理
大厅工作人员在例行每日业务抽查
时发现，在 3月 21日窗口办理的业务
中存在同一人在不同时段、不同窗口
办理异地不同号牌车辆的非现场交
通违法，其中一人在数日内先后为桂
AXXX4U、闽 CXXX97 处理违章，有
非法代扣分嫌疑。

经查，当日异地处理嫌疑人员朱
某、罗某、刘某、钟某、刘某、苏某等六
人，共计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 15起。
4月 24日，交管大队将案件线索移交
治安大队调查处理。组织者余某（江
西九江市都昌县人）通过QQ群、微信
群随机发布买分广告，卖分人通过QQ
群、微信群与组织者余某联系后，双方
约定见面地点，由组织者提供需处理违
章的车辆行驶证给卖分人，在卖分人处
理完交通违章后，组织者余某转账给卖
分人（经查实，转账截图系网上伪造图，

六名卖分人中只有朱某实际牟利50元，
其余人员未实际牟利还垫付交通违法的
罚款）。

公安机关依法对6名涉案人员以
提供虚假证言为由分别处以行政拘
留七日并处两百元罚款的治安行政
处罚，同时追缴朱某非法所得伍拾
元；对流窜作案的买分卖分组织者余
某，进行上网登记在查。

交警部门提醒，驾驶证“买分卖
分”存在较大风险，如果要处理的交
通违法行为背后涉及盗抢车辆或者
肇事、伤人等严重事故案件，这时卖
分人又代替违法者扣除了驾照分，那
么将牵涉严重的法律责任。同时，本
该接受教育的真正违法驾驶人得不
到应有的教育和警示，客观上纵容了
违法违规行为，提醒各位驾驶人尤其
是“卖分者”不要贪一时之利铤而走
险，最终给自己惹麻烦。 梁念林

2021 年 10 月 21 日，刘某因资金
周转向张某借款 150000 元。刘某取
得张某的借款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
了借款金额、期限及利率。谢某自愿
为刘某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在借
条的“担保人”处签名确认，但未约定
保证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
保证。借款到期后，刘某仅归还部分
借款本息，剩余借款本金 23000 元及
相应利息未归还。张某遂将刘某、谢
某一同诉至法院，要求刘某归还剩余
借款本息，并要求谢某对尚欠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认为，刘某与张某达成借贷
合意，张某将借款交付给了刘某，双方
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刘某
应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因此对张某
要求刘某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
予以支持。谢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
签字，但未约定担保方式，故谢某按照
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仅对刘某被
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
保证责任。因此对张某要求谢某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
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
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

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
般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
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
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
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除非有法
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否则一般保证的
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
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
人承担保证责任。

而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能
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
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
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
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他人提
供担保或者为他人担保的情况，别再
傻傻分不清了！小心失之毫厘，差之
千里！一定要注意在保证合同中约
定保证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如
果提供一般保证可在签字栏中写明

“一般保证人：×××”，如果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则应写明“连带责任保证
人：×××”。 杨珊

本报讯（记者刘志敏）5月18日，
全市 34家“三小”行业食品（餐饮）经
营示范店举行授牌仪式。

据悉，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要
求，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小餐饮店、小食
杂店和小作坊“三小”行业整治提升，
规范“三小”经营秩序，提升“三小”管
理水平，确保“三小”食品安全。据了

解，“三小”行业食品（餐饮）经营示范
店评选，需经相关工作组从硬件设施、
操作规范、制度管理、卫生状况、诚信
经营等各方面综合评估推荐，市创建
办督查，该局整治领导小组审核后确
定。最后，决定授予“大斌家串串”等
34 家食品经营单位为第一批市食品
经营示范店或食品经营（餐饮）示范店
称号。

本报讯（记者温浩）5月18日，象
湖镇联合市法院、司法及社区干部，
在红都广场举行《信访工作条例》暨
民法典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设宣传展、
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宣传资料，并
向过往群众讲解最新的《信访工作条
例》《民法典》和防范养老诈骗等法律

常识，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反映诉求，进
一步提升全民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

象湖镇干部袁莉芳说，举办集
中宣传活动，是为了强化群众法律
概念和理性维权意识，营造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纠纷靠法的良好环境，维护社
会稳定。

第二届“工会红娘”志愿服务队成立

“扬长征精神 树志愿品牌”

黄柏举办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34家“三小”行业
经营示范店授牌

非法代扣分 挨罚很后悔

谨慎，担保不可随便签

象湖

举行《信访工作条例》暨
民法典宣传活动

在保护中传承，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