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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积极适应征兵工作新

形势尧新要求袁进一步增强做好征兵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围绕实现保
质量尧保廉洁尧保任务尧保安全的目
标袁确保征兵工作的顺利实施遥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曳和叶征兵工
作条例曳等法律尧法规的有关规定袁结
合本市实际袁制定本办法遥

第二章 奖励
第二条 家庭成员鼓励应征公民

响应祖国号召袁 积极履行兵役义务袁
事迹感人袁 给予不低于 500 元的奖
励遥

第三条 贫困户子女应征入伍将
结合精准扶贫政策袁落实野四个优先冶
渊优先报名应征尧优先体检政审尧优先
审批定兵尧优先安排去向冤袁确保报名
一个进站一个袁 合格一个征集一个曰
在原优抚金的基础上提高 20%遥

第四条 征兵工作人员工作认真
负责袁秉公办事袁组织领导征兵工作
得力袁 成绩突出的袁 给予不低于 500
元的奖励袁优先评选先进个人遥

第五条 基层单位及相关部门
完成任务好尧安全无事故曰新兵综合
素质高袁无政治退兵尧身体责任退兵
及非责任退渊换冤兵的曰野五率冶渊报名
率尧上站率尧合格率尧择优率尧退兵率冤
量化考评优秀的曰凡按征集命令超额
完成征集任务的单位袁每超征 1名兵
员袁奖励 500 元曰在完成基本征集任
务数的基础上袁凡按征集命令超额完
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单位袁每超过
1人奖励 1000元曰超额完成任务数与
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征集数奖励有重
叠部分按最高奖励实施遥

第六条 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和
征兵工作人员袁 经市征兵办公室提
名袁市人武部党委研究袁报市征兵领
导小组研究确定曰 对受奖励的集体
和个人分别颁发奖状或奖牌尧 奖励
证书袁并发给奖品或奖金曰对年度征
集任务最好的单位袁其乡渊镇冤长在
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遥

第三章 处罚
第七条 加强征兵工作的执法检

查袁 市兵役机关聘用 5 名廉洁监督
员尧各乡渊镇冤聘用 3-5 人的廉洁监
督员全程参与征兵工作袁 会同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对本辖区公民尧 法人
和其他组织履行兵役法规情况进行
检查袁 及时查纠违反兵役法规的人
和事遥

第八条 出现责任退兵或廉洁征
兵事故案件的单位袁相关乡渊镇冤长在
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袁并取
消该乡渊镇冤当年野党管武装先进单
位冶和野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冶评选资
格遥 对造成责任退兵或廉洁征兵事故
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按下列情形进行
处罚院

渊一冤属身体原因责任退兵遥 市征
兵办负责督查核实袁由相关市征兵办
和卫计委共同组织实施责任倒查袁属
体检医务人员责任的袁由卫计委拿出
处理意见曰属兵役机关工作人员责任
的袁 由人武部党委拿出处理意见曰并
报本级征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袁视情
节轻重给予取消评先资格尧 通报批
评尧停职检查尧调离岗位尧行政经济处
罚等处理遥

渊二冤属政治考核原因责任退兵遥
市征兵办负责督查核实袁 由相关县

渊市尧区冤征兵办和公安局共同组织
实施责任倒查袁 属公安民警人员责
任的袁 由公安局拿出处理意见曰属
兵役机关工作人员责任的袁 由人武
部党委拿出处理意见曰 并报本级征
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袁 视情节轻重
给予取消评先资格尧 通报批评尧停
职检查尧 调离岗位尧 行政经济处罚
等处理遥

渊三冤发生廉洁征兵事故案件遥 由
征兵办纪检组组织实施责任倒查袁属
兵役机关工作人员责任的袁由人武部
党委拿出处理意见曰属地方征兵工作
人员的袁按照属地管理级别管辖的原
则袁将问题线索移送地方纪检监察机
关处置袁视情节轻重依纪依规予以责
任追究遥

凡出现责任退兵和非责任退兵
的袁 均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袁
并取消先进单位的评选资格袁不适用
任何事项的奖励遥 退渊换冤兵手续由市
征兵办尧乡渊镇冤武装部或家长派 1名
人员前往部队办理遥

第九条 应征青年入伍后因怕苦
怕累尧不愿接受部队纪律约束袁以自
残尧绝食和拒绝参加部队正常训练等
行为拒服兵役袁乡镇武装部工作人员
跟踪教育不主动尧不到位袁造成思想
退兵的袁由乡渊镇冤党委拿出处理意
见袁 报市征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袁视
情给予取消评先资格尧通报批评等处
理遥 对该应征青年未按叶江西省征兵
工作条例曳第三十一条规定落实处罚
的渊处以当地当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标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袁不得被
录取为公务员尧参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曳管理的工作人员袁在两
年内不得出国尧出境或者升学曰并作

为严重失信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
录冤袁由所在乡渊镇冤人民政府向市征
兵领导小组作出说明或检讨袁并按规
定对该青年进行处罚袁处理结果通过
当地新闻媒体尧 政府网向全社会公
布遥

第十条 应征公民及其他有关公
民以各种方式拒绝尧逃避尧阻挠征集
的袁在体格检查尧政治考核中自我淘
汰的袁由市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
役义务袁并依据兵役法规当地当年义
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遥 情节特别严重且触犯刑律
的尧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遥

第十一条 对不能完成征集任务
的单位袁视情让其乡渊镇冤长在全市征
兵工作会议上作表态发言袁并取消单
位评先资格遥 每缺征 1名兵员袁处以
500元罚款袁 每缺征 1名大专以上兵
员袁处以该单位 1000元的罚款袁缺额
完成任务数与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征
集数处罚有重叠部分按最高处罚实
施遥

第十二条 征兵工作中袁 在廉洁
征兵上被举报并经纪检尧监察部门调
查核实的人员袁由公安尧纪检部门依
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对个人的处罚由乡

渊镇冤政府实施袁相关单位的罚款统一
交付市征兵办袁主要用于对先进集体
和个人进行奖励遥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瑞金市人民
征兵办公室负责解释遥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袁2017年 叶瑞金市征兵工作奖惩
办法曳废止遥

瑞金市征兵工作奖惩办法（修订）

遗失声明
绎杨加湖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ZD01120540尧
ZD01120540-1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宇宙建设有限公司瑞金
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贰张袁
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
12410931尧1241093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恒浩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第四联 (5

张冤袁发票代码: 3600163160袁发票号
码 :00137819尧00137820尧00137821尧
00137822尧00137823袁特此声明遥

绎 李 海 菊 ( 身 份 证 号 :
362102196210260046)持有的私人印
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杨
连娇(身份证:362102195610130641冤
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杨连娇遥成员院钟
水兵尧谢翠英尧钟昕颖尧钟林轩尧钟昊
君袁特此声明遥

关于在瑞金市沙九路交警大队门口至二苏大门口路段启用电子监控
设备对机动车乱停放、大货车违反禁止通行规定抓拍处罚的通告

为缓解瑞金市沙九路交警大队门口至二苏大门口路段道路交通拥堵袁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曳尧叶江西省实施办法曳袁 现将道路管理
措施公告如下院

一尧该路段全天候禁止大货车通行遥违反禁止通行规定的袁将依法查处遥
渊违法代码院7202袁扣 2分罚款 200元冤

二尧该路段机动车需按划定的停车泊位有序停放袁临时停放不得超过三
分钟袁违反规定的袁将依法查处遥 渊违法代码院1039C袁罚款 150元冤

三尧抓拍启用时间院2018年 3月 29日 00院00
敬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支持配合袁共同营造安全尧有序尧畅通的道路

交通环境遥
特此公告浴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8年 3月 21日

近日袁宋涛渊化名冤来到厦门新阳派出
所报案袁称其女友杜琪渊化名冤发来求救消
息袁说自己被绑匪绑架遥 野绑匪冶通过微信
发来消息袁要求宋涛带 3万元来海边进行
交易遥随后袁当地警方连夜调查袁并在第二
天找到了杜琪遥但这起让警方成立专案组
的绑架案纯属子虚乌有袁是杜琪为考验宋
涛对她的感情袁自导自演的遥目前袁当地公
安表示袁杜琪因谎报案情被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尧罚款 500元的处罚遥
男子报警称女友被绑架
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
3月 10日晚 6点左右袁 宋涛接到一

名自称为野绑匪冶发来的信息袁野人我已经
带走了冶袁称他的女友杜琪被绑架袁如果想
要见到杜琪就来海边遥 慌乱之下袁宋涛急
忙跑到新阳派出所报警遥
询问宋涛一些基本情况后袁警方查看

了宋涛和野绑匪冶的聊天记录袁发现双方一
直在聊天袁 中间也没有间断遥 晚上 10点
多袁宋涛又收到野绑匪冶要求他第二天带 3
万元到海边交易的通知袁还发了一段杜琪
哭泣的音频遥

在这期间袁警方来到了杜琪的住所检
查袁发现并没有人在家中遥随后袁警方也沿
着海滨沿线搜索袁但是一无所获遥
为迅速侦破案件袁当地警方成立了专

案组进行调查遥 3月 11日袁专案组接到厦
门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袁发现杜琪已经离
开了厦门遥 随后袁根据三明警方提供的线
索袁专案组终于在案发 21个小时后袁找到
了杜琪遥

3月 11日下午 3时许袁 警方在 G27
高速公路闽赣交界收费站的一辆大巴上
找到了杜琪遥 但随后警方发现袁这其实是

杜琪自编自导的一场野绑架案冶遥
女子为考验男友感情
自导自演野绑架案冶
杜琪今年 28岁袁 今年 2月从贵州老

家来到厦门打工袁那时认识了同来打工的
男友宋涛遥 今年 3月袁本来计划回老家的
杜琪想考验一下男友对自己的感情袁便利
用此次机会袁设计了一场野绑架案冶遥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宣传部工作
人员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袁当警方找到杜
琪时袁并没发现有其他人在身边遥检查后袁
也没有在杜琪身上发现被绑架尧侵害的痕
迹遥

随后袁 警方询问杜琪关于绑匪的信
息遥 让警方无奈的是袁杜琪告诉警方其实
这一切都是她自编自演的野绑架案冶袁目的
就是为了考验自己在男友心中是否重要遥

该工作人员介绍袁杜琪当场就表达了
后悔袁称没有意识到会动用如此大的警力
来寻找自己袁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演变成现
在的局面遥

女子因谎报案情
被行政拘留 10日
3月 16日袁 海沧公安分局宣传部工

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袁 杜琪因谎报案
情尧虚假求助警方袁其自编自演的野绑架冶
过程导致警力资源浪费袁海沧公安分局已
按谎报案情的违法行为处以杜琪行政拘
留 10日尧罚款 500元的处罚遥

同时袁警方提醒袁谎报案情属于妨害
社会管理的行为袁 会占用大量警力资源袁
警方将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曳给予管理袁情节严重尧构成犯罪的袁
将会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追究法
律责任遥 郭琳琳

女子自编自导“绑架案”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