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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约
克区警方披露，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
陆万镇（音译，Wanzhen LU）已经被
安全找到，他受了些轻伤，但健康状
况良好。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26日晚发
布消息，确认加拿大警方已经找到日
前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

总领馆发言人说，被绑架的中国
留学生26日21时左右逃脱绑架者的
控制后，到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
的格雷文赫斯特镇一民宅求助，房主
立即通知了警方。发言人说，被绑架
学生身上有擦伤，已被送往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据加拿大警方披露，被绑
架的中国留学生被找到的地点比较
偏僻，距离被绑地点大约有百余公
里。

当地时间23日下午6点左右，这
名中国留学生在多伦多地区的马克
姆市一所公寓的地下停车场下车时，
3个蒙面人突然出现并将其绑架上一
辆黑色汽车，随后驾车离开。

加拿大警方称，目前调查并未随
着受害者的归来而结束，案件还在继
续调查中。“我们非常担心，四名嫌疑
犯还在外逃窜”

此前，警方表示已逮捕一名与此
案有关的35岁男子，但该男子随后被
无条件释放，并未面临任何指控。至
于为何逮捕该男子，警方发言人
Andy Pattenden拒绝透露细节。

案发
受害人车库被绑架
试图反抗遭电击多次

据加拿大警方发布的消息，当地
时间3月23日下午6点左右，一名中国
留学生在多伦多地区马克姆市一所
公寓的地下停车场下车时，3个蒙面
人突然出现并将其绑架上一辆黑色
汽车。

媒体披露，其中一名嫌疑人持有
电击枪武器。中国留学生一度试图
反抗，但遭到嫌疑人电击。多次被电
击枪击中后，该留学生被强行带入车
内，嫌疑人随后驱车逃离现场。

加拿大警方24日公布的信息显
示，下车作案的三名嫌疑人均穿深色
外套，其中一人蒙面，另外两人为深
色皮肤。至于第四名嫌疑人，或为司
机。

案发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与加拿大警方保持
密切沟通，敦促警方尽快解救被绑架
学生；同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为

其来加拿大提供最大协助。该学生
家长已于26日抵达多伦多。

警方
系有目标的绑架案
蓄谋已久、计划周详

据加拿大警方披露，嫌疑人作案
所用的是一辆黑色道奇车，所挂车牌
后来被证实为失窃车牌，警方还表
示，这是蓄谋已久而且计划周详的绑
架案。

之前，警方称案件有可疑，因为
嫌疑人是锁定目标而来。警方发言
人帕滕登指出，能肯定这是一宗有目
标的绑架案。

当时与陆万镇同行的还有一位
女性友人，但嫌疑人并未将其一并
带走，也没有伤害她，她受到了一定
惊吓。警方称，很显然，嫌疑人的目
标自始至终很明确，只针对陆万镇

一人。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展开调

查。据事发地社区居民透露，事发公
寓的停车场是需要户主的门禁卡才
能进入的。按照监控录像，嫌疑人的
车是紧跟着陆万镇的车进入的地下
停车场。社区居民透露，门禁卡打开
和关闭的时间大约为10秒。

获救
被绑留学生逃脱控制

用力敲门向镇上住户求救

据加拿大电视台（CTV）报道，加
拿大警方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
26日晚将近九点时，被绑留学生在加
拿大安大略省中部的格雷文赫斯特
镇的一处住宅前出现，敲门向住户求
助。住户随即报警，警方确认求助者
就是被绑架的陆姓中国留学生。

格雷文赫斯特镇位于案发的马

克姆市以北，车程近两小时。受害人
出现的地点位于该镇郊外，较为偏
僻，路旁多为森林，有一些分散的独
栋房屋。

据警方披露，这名中国留学生只
是受了轻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他
的家人也已经抵达加拿大。警方还
在向受害人进行进一步的问讯，发布
会上并未透露案件细节。

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在多伦多
寻获用作绑架的客货车，但具体地点
不能透露，警方表示他们正在检测车
上的犯罪证据。

据悉，受害者陆万镇也被叫做
Peter，目前在多伦多大区生活与学
习，但警方拒绝透露他所在的学校。

细节
加拿大警方披露

被绑架留学生或有多辆豪车

据当地媒体报道，经警方证实，
陆万镇经常开着数辆豪车，包括兰博
基尼、劳斯莱斯以及路虎等。这一点
似乎也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得到
了证实，陆万镇曾晒出多张豪车的照
片，与警方描述的一致。不过，警方
也提醒表示，该账号也可能是网友为
了歪曲事实而伪造的。

目前，警方正对受害人被带去的
地方进行梳理和搜查。

“这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我
们越来越接近知道这伙人到底是谁
了”，警方发言人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宁
综合新华社、央视、宗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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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山：
驰骋冀东的辽西赤子

才山，1911年出生于辽宁省黑
山县。1935年到绥远西部垦区参加
平西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后，
和白乙化等一起参加了垦区暴动，
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中华民族
抗日先锋总队”。1938年，被派到八
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学习参谋业
务，后担任抗日先锋总队大队长。

1939年，抗日先锋总队与冀东
人民抗日联军合并。才山任八路军
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参谋长，与团
长白乙化并肩抗敌。1940年，根据
上级指示，才山和第10团的广大官
兵共同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
根据地。

才山善智谋，且有远虑，为第10
团解决了不少重大困难。他从敌人
那里弄来布匹、棉花，让千余名指战
员穿上了棉衣。1941年秋，日军对
丰滦密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时，
他储藏在山区的粮食，极大地缓解
了部队缺粮的困境。

第10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
来自延安、晋察冀军区、冀东等地的
一批批军政人员安全送往抗日前
线。1943年夏，才山率部护送百余
名干部去冀东敌后根据地，途中3次
与日军遭遇。才山与敌人斗智斗
勇，经过3个昼夜激战，几经艰险，终
于冲出日军的包围圈，胜利完成护
送任务。同年冬，才山由平北调冀
东工作，任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
副参谋长。

1944年，第13军分区成立军工
处，才山兼管军工处工作，后任冀热
辽军区副参谋长。1945年7月3日，才
山和尖兵剧社、长城剧社的60多名文
艺战士在遵化县杨家峪被日伪军包
围。为掩护战友突围，才山壮烈牺
牲，时年35岁。2014年9月，他被列入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据新华社

响水“3·21”爆炸事故
遇难者悼念活动举行

27日，在响水天嘉宜公司“3·
21”特大爆炸事故现场附近，盐城市
举办了遇难者悼念活动。

27日清晨，爆炸事故发生后第7
天，有人在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的
大门口，摆放了一排白色和黄色的
花儿，以寄托对遇难者的哀思。

7时30分，在事故现场附近的响
水生态化工园区管委会院内，事故
善后处置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盐城
市和响水县有关负责人、现场参与
救援和清理工作的消防指战员和武
警官兵以及部分遇难者家属代表，
胸戴白花，手持白菊，列队默哀一分
钟，并向遇难者鞠躬、敬献鲜花。

与此同时，事故现场附近的江苏
天波化工有限公司外，盐城市消防支
队164名消防救援人员，也自发组织列
队，站在消防车边上肃立默哀，并鸣笛
1分钟，沉痛悼念此次事故遇难者。

截至27日记者发稿，这次特别
重大爆炸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超
过600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事故
现场集中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开始进
行现场清理工作。事故原因调查和
其他善后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受损民
房的修缮工作也已展开。 据新华社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监

委对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
宏伟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监察调查，
调查期间发现孟宏伟存在严重违纪
问题，中央纪委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孟宏伟毫无党性原则，毫
无组织观念，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
决定；特权思想极其严重，公权私
用，滥权妄为，肆意挥霍国家资财满
足家庭奢靡生活；家风败坏，利用职
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
利用其职权搞特殊、谋私利；权力观
扭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职务
晋升、岗位调整、企业经营等方面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孟宏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
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知敬畏、不
收敛、不收手，严重玷污党的形象，
严重损害国家利益，造成恶劣影响，
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
定给予孟宏伟开除党籍处分；国家
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
财物随案移送。 据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公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中称，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
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
与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
机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化公务员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
定。

规定中所称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
序列，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
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资历
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
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

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
级晋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
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
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
责。

规定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领导职务这样设置

规定中称，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
关法律和机构规格设置。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
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
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
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职级序列这样设置

职级序列按照综合管理类、专业技
术类、行政执法类等公务员职位类别分
别设置。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
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

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
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
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
科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
务员职级序列另行规定。

职务职级对应级别

领导职务对应的级别，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对应的级
别是：

（一）一级巡视员：十三级至八级；
（二）二级巡视员：十五级至十级；
（三）一级调研员：十七级至十一

级；
（四）二级调研员：十八级至十二

级；
（五）三级调研员：十九级至十三

级；
（六）四级调研员：二十级至十四

级；
（七）一级主任科员：二十一级至十

五级；
（八）二级主任科员：二十二级至十

六级；
（九）三级主任科员：二十三级至十

七级；

（十）四级主任科员：二十四级至十
八级；

（十一）一级科员：二十六级至十八
级；

（十二）二级科员：二十七级至十九
级。

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对应的综合
管理类公务员最低职级是：

（一）厅局级正职：一级巡视员；
（二）厅局级副职：二级巡视员；
（三）县处级正职：二级调研员；
（四）县处级副职：四级调研员；
（五）乡科级正职：二级主任科员；
（六）乡科级副职：四级主任科员。

公务员晋升职级基本资格：

（一）晋升一级巡视员，应当任厅局
级副职或者二级巡视员4年以上；

（二）晋升二级巡视员，应当任一级
调研员4年以上；

（三）晋升一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正职或者二级调研员3年以上；

（四）晋升二级调研员，应当任三级
调研员2年以上；

（五）晋升三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副职或者四级调研员2年以上；

（六）晋升四级调研员，应当任一级
主任科员2年以上；

（七）晋升一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正职或者二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八）晋升二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三
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九）晋升三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副职或者四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十）晋升四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一
级科员2年以上；

（十一）晋升一级科员，应当任二级
科员2年以上。

规定中称，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根
据工作需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工作
实绩和资历等因素综合考虑，不是达到
最低任职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
按照任职年限论资排辈，体现正确的用
人导向。

公务员晋升职级所要求任职年限
的年度考核结果均应为称职以上等次，其
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
任职年限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
果为基本称职等次或者不定等次的，该年
度不计算为晋升职级的任职年限。

职级与待遇

规定中称，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
的公务员，按照就高原则享受有关待遇。

公务员晋升职级，不改变工作职位
和领导指挥关系，不享受相应职务层次
的政治待遇、工作待遇。因不胜任、不
适宜担任现职免去领导职务的，按照其
职级确定有关待遇，原政治待遇、工作
待遇不再保留。

公务员因公出国出差的交通、住宿
标准以及办公用房标准等待遇，不与职
级挂钩。

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成员因换届
不再提名、机构改革等原因免去领导职
务转任职级的，保留原待遇，不改变干
部管理权限。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领导职务怎么设？如何逐级晋升？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根据工
作需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
工作实绩和资历等因素综合
考虑，不是达到最低任职年限
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照
任职年限论资排辈，体现正确
的用人导向。

公务员晋升职级所要求任职年限
的年度考核结果均应为称职以上
等次，其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
为优秀等次的，任职年限缩短半
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
称职等次或者不定等次的，该年度
不计算为晋升职级的任职年限。

加拿大警方找到被绑架中国留学生

被发现地点较偏僻
或自行逃脱绑架者控制
加拿大警方：调查远未结束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加拿大警方公布的被绑架留学生信息。

案发时的监控视频显示陆姓留学生被嫌疑人绑上车。

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陆万镇
（音译，Wanzhen 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