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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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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广州

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 《烈士褒扬条例》 情况开展集

中执法检查， 并召开座谈会。 据了

解， 广州共有烈士纪念设施 124 处，

尊崇尊重英雄烈士的社会氛围日臻浓

厚。

充分保障烈士遗属各项合法权益

据了解， 广州市共有烈士纪念设

施 124 处， 其中国家级 3 处、 省级 1

处、 市级 8 处、 县级 6 处、 无级别

106 处。 市属 4 处， 分别是广州起义

烈士陵园、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银

河革命烈士陵园

（该园同时挂 “银河

革命公墓” 牌子， 目前属于市民政局

管理）

。 广州市有名录的烈士共 2230

名， 其中有直系亲属的烈士 901 名、

烈士遗属 1372 名

（符合条件享受定

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

132

名）

。

目前， 广州市英雄烈士纪念活动

常态化开展、 烈士纪念设施得到妥善

保护、 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深入宣

扬、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有效维护， 烈

士遗属抚恤优待逐步提高， 尊崇尊重

英雄烈士的社会氛围日臻浓厚。 据了

解， 广州市连续 9 次被评为“全国双

拥模范城”， 3 个单位被评为国家级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占全省的

42.8%。

据介绍， 烈士遗属各项合法权益

得到充分保障。 广州市注重政策创

制， 强化法规保障。 印发提高烈士遗

属定期抚恤标准、 规范烈士遗属定期

抚恤待遇等通知， 修订 《烈士申报评

定实施办法》 《广州市拥军优属实施

办法》 等政策， 出台烈士遗属生活、

医疗、 养老、 住房、 教育、 交通出

行、 文化旅游等 10 多项优惠优待措

施； 在全省率先出台军人军属、 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目录清单，

从生活待遇、 教育培训、 公共服务等

8 个领域明确 152 项优待措施， 比国

家优待目录清单多 36 条， 比省优待

目录清单多 29 条， 从政策上保障烈

士遗属和其他优待对象合法权益。

同时， 落实抚恤政策， 强化待遇

保障。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以来，

连续 3 年提高烈士遗属定期抚恤金；

将所有烈士遗属纳入市医疗救助体系

享受门诊和住院补贴； 对符合申请市

公租房条件的烈士遗属优先配租， 并

按 1-2 元/平方米标准收取租金； 烈

士子女享受加分录取、 优先享得助学

贷款、 学校提供的困难补助和社会捐

助等教育优待； 享受半价有线数字电

视基本收视维护费优惠。

坚决打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和荣誉行为

为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的浓厚氛围， 广州市各部门坚决打

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和荣誉行为， 共

同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 厚植

崇尚英雄、 尊重烈属的社会根基。

2019 年以来， 全市检察机关共

办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审查逮

捕案件 4 件 4 人， 共批准逮捕 3 件 3

人； 办理审查起诉案件 3 件 3 人， 提

起公诉 2 件 2 人, 1 件正在审查起诉

中； 办理涉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

讼线索 27 条， 立案 37 件， 办理诉前

程序 16 件； 依法对 1 起侵害戍边英

雄名誉、 荣誉的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目前正在办理中。

公安机关查处违反英雄保护法案

件行为 5 宗， 其中寻衅滋事案 3 宗，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 2 宗； 刑事

拘留嫌疑人 5 人。

市委网信办注重以长效机制抓源

头防控， 收集梳理英烈相关信息与历

史材料， 组织主播培训， 审核主播队

伍， 提升业务素质。 对调侃、 抹黑、

侮辱、 丑化英雄烈士的言论进行拦

截、 巡查、 回溯， 冻结直播权限、 封

号、 拉入黑名单。

将治理娱乐行为保持陵园肃穆

陵园方面反映， 陵园内平时存在

个别唱歌跳舞、 打牌等现象， 氛围比

较喧嚣。 据了解，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规定， 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服务和

管理工作规范， 方便瞻仰、 悼念英雄

烈士， 保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

肃穆、 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杨承志表

示， 陵园不是公园， 前期已经对相关

陵园娱乐经营场所进行清理， 下一步

将对在陵园内唱歌跳舞等现象进行治

理。 也有人建议， 要考虑群众需求，

对相关区域进行明确区分， 进行适当

疏导。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记者从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获悉，7月26

日13时59分， 广州电网用电负荷历史

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创下2003.6万千

瓦的历史新高， 较去年最高负荷

（

1934.9

万千瓦）

增长3.55%。 广州成为

全国首个用电负荷突破2000万千瓦的

省会城市， 也是全国第六个迈入2000

万千瓦负荷水平的城市。目前，广州电

力供应整体平稳， 电网保持安全稳定

运行。

今年以来， 广州市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持续显

现， 经济持续向好， 电力需求不断攀

升， 体现了广州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和韧性。 上半年， 广州全社会用电量

514.0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0.2%，较

2019年同期增长14.18%。

据悉， 广州电网用电负荷在2009

年突破1000万千瓦， 从1000万千瓦到

2000万千瓦， 广州电网在这十二年实

现超常规发展。“十三五”期间广州电

网累计完成投资较“十二五” 增长约

37%，新增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3座，

新增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728千

米。 500千伏昆柳龙直流工程广东受端

交流配套工程

（广州段 ）

、蓄增线双改

单等重点工程投产， 中通道直流背靠

背、海珠站、傍海站、科北站等一批重

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电网支撑作

用持续增强。

进入“十四五”，广州电网将进一

步加强电力供应安全性和可靠性。 预

计2025年底，广州电网将新增500千伏

变电站4座、220千伏变电站24座、110

千伏变电站65座。 广州电力供应能力

将持续提升， 助力广州持续增强投资

吸引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钟晓丹）

今年3月1日，“袭警罪” 正式入

刑，次日就有人以身试法。 昨日，天河法

院刑事审判庭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对

全市首宗袭警罪案件进行宣判。 被告人

张某艳在民警执行职务期间， 对民警实

施撕咬、踢打等行为。 天河法院以袭警罪

判处被告人张某艳有期徒刑7个月。 据了

解，这是“袭警罪”入刑后广州市首宗袭

警案。

事发：女子失控竟袭击民警

2021年3月2日零时， 张某艳与同居

男友王某平因感情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后报警称在住处与“丈夫”打架。 广州市

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某派出所民警余某

东、辅警王某福接警后，身穿制服并佩戴

执法记录仪到现场处置。 处警期间，张某

艳情绪失控，捡拾酒瓶准备砸王某平，但

被余某东、王某福拉住制止。

被制止后的张某艳怒气未消， 意图

咬余某东未果后，不停手抓、脚踹余某东

和王某福，并打落执法记录仪。 增援警察

到场后，将张某艳制服，并带回公安机关

处理。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艳暴力

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

行为已经构成袭警罪。 张某艳归案后能

够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有悔罪

表现，可以从轻处罚。 综合其犯罪性质、

认罪态度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

依法判处张某艳有期徒刑7个月。

法官：请尊重人民警察执法

近年来， 公安民警在执行公务过程

中，遭受暴力袭击等不法侵害时有发生，

特别是派出所民警和交通警察等身处执

勤执法第一线的警种，在执法执勤、处置

群体性事件、盘查嫌疑人过程中，最容易

遭受侵害。 实践中妨害公安民警执行职

务的行为， 有的行为人从口头挑衅、谩

骂、侮辱演变为直接使用棍棒、凶器或者

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袭击警察， 对警

察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严重影响公安

机关依法履行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的职

责。

为保障民警人身安全， 依法惩治袭

警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

十一

)》正式施行，“袭警罪”正式入

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

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

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 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人民警察作为人民群

众的“守护神”，他们肩负着打击违法犯

罪、保障人民安宁、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

职责。 暴力袭警不仅危害民警人身安全，

还破坏国家正常管理秩序， 损害国家法

律权威。

无论是意气用事，还是有意为之，袭

警行为都不可取。 请尊重正当执法的人

民警察，主动配合人民警察依法履职。

广州连续3年提高烈士遗属定期抚恤金

全市尊崇尊重英雄烈士的社会氛围日臻浓厚

广州用电负荷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

广州首宗袭警案宣判

女子获刑7个月

7

月

26

日

13

时

59

分，广州电网用电负荷历史首次突破

2000

万千瓦。

受访者供图

7月26日13时5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