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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我们是和平的盾牌，护卫着国家的
安宁。在地球每一片海洋，留下对祖国
的忠诚。我们有钢铁的身躯，从深海发
出雷霆，让敌人彻底毁灭，在风暴与烈火
中！”这首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的战歌，
唱出了核潜艇官兵舍生忘死忠诚奉献的
激情与担当。

千难万险无所惧

核潜艇官兵潜航出海，要时刻面对
艰苦环境的考验。尽管核潜艇上使用了
多种高科技手段，尽量减少对人体的危
害，但艇内的环境仍然比常人想象的艰
苦，高温、高湿、高噪声，每分每秒都在考
验着官兵。长时间的水下航行，官兵们
24 小时轮换值更，遇到特情休息更没个
准点，辛苦自不必说。时间久了，舱室的
空气已经被循环使用几遍了。长时间在
封闭的艇内生活，人体的生理机能和内
分泌系统容易发生紊乱。

在这样的环境中，潜艇官兵们丝毫没
有畏惧。他们以乐观的态度执行每一次重
大任务，所有的艰难都被看作砥砺作风的
磨刀石。多年来，潜艇官兵长时间在深海
大洋中潜航，在复杂海况时隐蔽出击，在
大风浪条件下快速机动，一次次挑战生理
极限，一次次探路深海龙宫，屡屡在危难
时刻表现出深海硬汉的铮铮铁骨。

那年初冬，一艘核潜艇悄悄驶出港
口，一个“猛子”潜入深海，开始了我国核
潜艇首次最大自给力考核试验。空气、
水、阳光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可
对于长航的官兵来说，也是最昂贵的“奢
侈品”。50 天⋯⋯60 天⋯⋯，用水成了
最大的难题，喝水是定量的，洗脸是奢望
的。长时间水下生活，艇员们的体质明
显下降，有的出现失眠、头晕、食欲不振、
记忆力减退等。原来全艇人员一顿能吃
几十斤米，现在连一半都吃不了。

日历一张张翻过，昼夜一次次轮回。
第 70 天到了，已超过了法国核潜艇 67
天的长航纪录，是到此止步还是继续前
行？艇上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艇员
们都支持“继续航行”。他们说，纵有千难
万险，也要勇往直前，为国争光！

忍受孤寂，克服枯燥，战胜恐惧！中
国核潜艇圆满完成了水下长航，创造了
核潜艇一次航行时间最长的新纪录。不
仅如此，公开报道显示，外军核潜艇极限
长航归来，许多艇员是被担架抬下艇
的。而我们的远航勇士凯旋时，依然在
凛冽的寒风中坚强挺立，接受祖国和人
民的检阅。

那年深冬时节，气温降至零下 20 多
摄氏度，海面上漂浮着大块大块的浮
冰。此刻，时任艇长杨苏在舰桥上，一手
扶住舷杆，一手握住通话器，镇定自若地
指挥核潜艇中修后的首次试航任务。寒

风吹过，厚厚的棉衣抵不住刺骨的寒冷；
大浪拍来，冰冷的海水劈头盖脸淋湿全身
⋯⋯。当试验任务完成返回基地，官兵们
发现杨艇长的大衣已经被寒冰牢牢粘在
舰桥上，无法动弹。

关键时刻忘其身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
有一次，自当无比珍惜。但对于核潜艇官
兵来说，当使命需要的时候，他们甘愿透
支健康，甚至献出生命。

那是某艇执行远航任务期间，反应堆
舱冷却系统突发故障。谁都知道，反应堆
舱内存在放射性物质，长时间进堆舱抢险
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艇上 10 名
共产党员组成抢修队，孟昭旭自告奋勇，
排在第一个。进堆舱抢险的时间有着严
格的限制。孟昭旭冲进堆舱后，很快确定
了故障部位，但抢险时限也快到了，如果
这个时候出去，其他战友需要从头做起。
他不顾舱外战友们的一再催促，毅然决定
把危险留给自己，一鼓作气排除故障。直
到战友们把他强行拉出堆舱，此时，他在
堆舱内的时间已超过了规定时限的两倍
多。这般“堵枪眼”的精神，也为他赢得了

“黄继光式的水下英雄”的称号。
孟昭旭舍身抢险不是偶然的。任副机

电长时，一次核潜艇顺利完成多项海上试
验任务，正当全艇官兵沉浸在胜利喜悦中
时，蒸汽管路突然发生泄漏，炽热的蒸汽在
强大的压力下瞬间充满整个舱室。“大家不
要慌，让我来！”危急时刻，孟昭旭大喊一
声，迅速摸索到主机操纵台，排查漏点、关
闭汽源阀，一起重大事故被他消灭在萌芽
状态。然而，他却晕倒在战位上。

孟昭旭忘我工作，透支了自己的身
体。45 岁那年，这位领导和战友眼里的

“拼命三郎”永远倒下了。临终前，他还
反复叮嘱自己年幼的儿子：长大后要到
核潜艇部队去当兵。

如今，英雄的儿子孟龙已经遵照父
亲的遗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核潜艇兵，
补上了钢铁巨鲸上陨落的那颗“铆钉”。

英雄的血脉从不缺乏传承，舍生忘
死、忘我奉献的官兵在基地比比皆是。某
艇员队机电长原杰，在执行一次远航训练
中，装备突发险情，他抓起一件棉衣顶在
头上，不顾个人安危，先后 5 次冲进后辅
机舱，其间因体力不支和缺氧晕倒在防水
门处。经紧急救治清醒后，他又不顾大家
的劝阻冲进舱室，直到险情彻底排除。

某艇员队操纵长詹武军，在八九级的
风浪中到甲板上抢修装备时，一个大浪袭
来，被卷进海里。生死关头，2 名战友死死
抓住系在詹武军腰上的粗绳，奋力将他从
漩涡里拖拽回来。闯过一次“鬼门关”的他
没有畏惧，仍然踉跄着投入抢险，终于完
成了抢修，保证了人员装备安全。

无私奉献忘其亲

在核潜艇官兵们为党、为祖国、为民
族复兴的伟业不计得失、忘我奉献的同
时，他们的亲人也在背后默默付出。家
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了核潜艇官兵驾鲸
蹈海、下潜远航的强大动力。

自从大学毕业分到了核潜艇上，机
电长李云生一干就是 10 多年，而且连续
多年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2002
年的一次远航，李云生在艇上守护反应
堆安全，返航后他才得知：刚出生 5 天的
女儿因病不幸夭折了。2007 年，父亲病
重，李云生请好了假想尽一份孝心。但
是回到家没几天，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
通知他立刻归队。病榻上的父亲拉着李

云生的手说，“你们做的都是大事，别为
我误了部队的事。”男儿有泪不轻弹。听
着父亲的话，李云生泪如雨下，“扑通”一
声跪在父亲病床前，“自古忠孝不能两
全，爹，您要多保重！”说完，给父亲磕了 3
个响头。这一别，竟成永诀。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就像歌
里唱的那样，核潜艇官兵执行任务需要
严格保密，无论在海上如何惊心动魄，回
港后也不能向家人透露半分。“我经常不
知道丈夫在哪儿，基本不知道丈夫在干
什么，却知道自己应该做啥。”“水下先锋
艇”政委柳本才的爱人王宁的这番话，道
出了核潜艇官兵的特殊使命，也吐露了
核潜艇官兵家属的心声。军嫂们在丈夫
出海的日子里，默默地孝敬老人、管好家
庭，默默地守望与期盼。

尽管从基地组建以来从未发生过重
大事故，但对于核潜艇官兵来说，每一次
远航都会面对生死考验。因此，每次出
海远航前，许多官兵都会悄悄地写好“遗
书”，结了婚的写给妻儿，没结婚的写给
父母。

那年，核潜艇抵达某军港，完成了极
限深潜试验。深潜试验是考核潜艇最大
潜水深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是进行水
下全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的先
决条件，也是风险最大的项目。

在执行任务前，每名艇员心里都已
经做好了用生命履行使命的准备。艇员
董福生当年也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嫁
给军人不容易，嫁给干核潜艇的军人更
不容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能
陪你走完一生，一辈子欠你的情。希望
你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好，再组织一个幸
福的家庭⋯⋯”在胜利返航后，这封遗书
被珍藏了起来。如今，在基地官兵中，这
样的“遗书”已经数不胜数。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巡视是党章
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党的建设的
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
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8 日对中
央巡视组工作流程进行了详解。

中央巡视机构向党中央
负责并报告工作

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向中央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包括：一是贯彻党的中央
委员会有关巡视工作的决议、决定；二是研
究决定巡视工作年度和阶段计划、方案；三
是听取巡视工作汇报；四是研究巡视成果的
运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五是向党中央
报告巡视工作情况；六是对巡视组进行管理
和监督；七是研究处理巡视工作中的其他重
要事项。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
其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
巡视任务，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
工作。

中央巡视组负责对下列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进行巡视：一是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
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三是中央要
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

中央建立巡视组组长库，由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根据每次巡视任务提出组长人选，一
次一授权。

中央巡视工作突出四个重点

中央要求，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
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
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
告。强调巡视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开展，把发现问题、形成
震慑作为主要任务。

工作中，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要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要
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
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
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四是着力发
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9种工作方式和5个主要步骤

中央巡视组主要工作方式包括：听取被巡视地区、单位党委
（党组）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根据工作需要列席被
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列席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
活会和述职述廉会；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与被巡视党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
会议记录等资料；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
评、问卷调查；以适当方式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单位或者部
门进行走访调研；对专业性较强或者特别重要问题的了解，可以商
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

另外，巡视组对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重要
问题，可以进行深入了解。巡视组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正常
工作，不查办案件。

工作主要程序上，分为 5个步骤：
——巡视准备：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中央组织部、审计

署、国家信访局等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的有关情况，研究制定巡视工作方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印发巡
视通知等。

——巡视了解：向被巡视地区、单位通报巡视目的和任务，公
布巡视组监督的范围、工作安排和联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
巡视地区、单位存在的问题。巡视期间，发现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等问题，及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巡视汇报：巡视了解结束后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
告巡视情况，主要反映巡视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巡视反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巡视发现的问题，提
出整改的意见建议。反馈工作应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严肃认真，
形成震慑。

——移交督办：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依据干
部管理权限和归口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分别移交中央纪委、中
组部有关部门或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及时督办。对被巡视地
区、单位的整改情况，以适当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详解中央巡视组工作流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详解中央巡视组工作流程
在深海大洋留下对祖国的忠诚

——记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官兵（中）
本报记者 张 忱

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领域出
现的新问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改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作出了进一步规范，其中包
括一系列关系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经营
者正当利益的规定。本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企业代表。

何谓“无理由退货”？
解读：无理由并非无条件，退

货商品应完好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
费者“非现场购物”，拥有冷静期、后悔
权，即“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这也就是所谓的“无理由退
货制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杨立新解读表示，“无理由退货”并非

“无条件退货”，“其实有一个条件，即‘消
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巡视员聂林海
解释说，在“非现场购物”中，不适合无理
由退货制度的商品包括消费者定做的，
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同时还包括其他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不宜退货的商品。

“对其他不适宜退货的商品有两个
条件，一是本身商品就不宜退货，另外经
营者认为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这就
需要消费者来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民法室处长石宏说，“无理由退货”
制度的前提是退货时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要不喜欢就可以退货。“这就给予消费
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运费由消
费者承担，这是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考虑，
既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也是促进消费
者在退货时需要理性。”

退货运费谁承担？
解读：一般由消费者自负，但

另有约定除外

对于“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

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
室主任贾东明表示，“这两句话要一起看，
前一句话是在一般情况下由消费者承担，
如果经营者和消费者有更有利于消费者
的约定的话，可以按照经营者的承诺去
办，运费由经营者自担。”

对于消费者而言，网络购物一般是
通过图片、文字或者视频来判断商品好
坏合适程度，眼见不一定为实。贾东明
特别强调说，如有质量问题，按照法律规
定，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
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
退货；7 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
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交易平台先行赔付是否
代表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先行赔付目的是让消
费者快速获得赔偿，交易平台是
否承担连带责任视情况而定

网络消费背景下，面对庞大的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如何让消费者快速获得
赔偿，同时又不会让网络交易平台受到
损失？对此，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消费者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要求赔偿。

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
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有权向
网 络 交 易 平 台 提 供 者 要 求 赔 偿 。 同
时，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履行自己对消
费者的承诺。

这是网络交易平台需要承担先行赔
付责任的两种情况。“这里不存在连带责
任，先赔了也可以，之后再自己追。”杨立
新解释说，但是，有过错的时候要承担连
带责任。“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搞欺
骗，还不采取必要措施，那么就要承担连
带责任。”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的责任，“这里
所 讲 的 责 任 并 不 是 某 一 方 的 全 部 责
任。”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
部主任陈剑指出，除了提供销售者或
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
方式之外，网络交易平台还有其他相
应责任，比如安全保障、信息保密、
信 息 披 露 、 健 全 赔 偿 机 制 及 约 束 机
制，等等。

显著降低消费者网购风险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读 □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李万祥□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李万祥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28 日 12 时 5 分许，一辆吉普车由
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
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北
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
组织施救，受伤人员被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13 时 9 分，现场交
通恢复正常。

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
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
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据初步统计，事件已造成 5 人死亡，38 人受伤，其中肇事车内
3 人死亡，另有 2 名游客死亡（1 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 名广东省男
游客），38 名受伤人员中包括 3 名菲律宾籍游客（2 女 1 男）及 1 名
日本籍男游客。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
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它紧急治疗措施。当日
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
问伤员。目前，受伤人员的救治在全力进行当中。

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开展调查。

北京迅速处置一起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北京迅速处置一起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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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召开的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

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实施近20年来的首次

修改。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新消法的

主要规定和亮点，即日起，本报刊出

系列解读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威武的核潜艇官兵。 乔天富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