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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岗通知书
朱文超同志:

经查袁 瑞林镇中心卫生院朱文超同志 (身份证 :
360781199208122912) 你于 2018年 3月 29日起未经单位
领导批准袁自行脱离工作岗位袁多次电话联系无果袁根据相
关制度规定袁你长期不在岗袁现通知你在 2018年 5月 14日
前返回报道袁逾期不返岗袁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作自动离职
处理袁请将本通知回执带回单位遥

特此通知

瑞林镇中心卫生院
2018年 4月 7日

遗失
声明

绎瑞金市方老祖鼻炎医疗用品销售有限
公司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惠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遗失人

民 银 行 颁 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袁 账 号 :
1510207509000020404袁核准号:J4296000162202,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金惠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持有的机构信用代码
证遗失袁证号院G1036078100016220Z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冬林持有的证号为 0100043-16 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锦江名城滴翠园 24#-1002号冤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润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注销公告
瑞 金 市 铭 星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渊 注 册 号 院

360781210020865冤 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钟丹尧谢荣
宝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
镇向阳北路 150号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18370828081
瑞金市铭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5月 7日

一批新政 月起实施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一尧第四套人民币将停止流通
3月 22日袁央行发布公告称袁经国

务院批准袁将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
上流通遥 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的集中
兑换期为 2018年 5月 1日至 2019年 4
月 30日遥 在此期间袁其持有者可到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办理兑换遥 集中
兑换期结束后袁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
持有者可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选
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兑换遥 更多内
容可点击 叶5月 1日起这些人民币停止
流通浴 留着就赚到袁这些钱成野宝贝冶曳查
看遥

二尧快递新规将施行院泄露用户信
息罚 10万元

3月 27日袁国务院发布了叶快递暂
行条例曳袁通篇分为八章四十八条袁从经
营主体尧快递安全尧监督检查和法律责
任等方面对我国快递业进行了规范遥 将
于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遥

叶条例曳对用户隐私更为重视袁比如
规定野出售尧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服
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冶的视情节轻
重将会处以 1-5 万尧5-10 万不等的罚
款袁 并有可能吊销其快递经营许可证遥
其它违规行为袁包括野冒领尧私自开拆尧
隐匿尧毁弃尧倒卖或者非法检查他人快
件冶等都将会受到处罚遥

此外袁叶条例曳明确要求袁依法保障
快递服务车辆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利袁
不得禁止快递服务车辆依法通行遥 但是
也要注意袁 快递员也要遵守交通法规遥
国务院对于快递的这一纸令袁为电动两

轮车尧电动摩托车尧电动三轮车甚至是
电动四轮车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遥

三尧 有这 10种行为的人将被限制
坐飞机

5月 1日起袁乘坐飞机时袁旅客如有
强占座位尧行李架尧藏匿违禁物品等 10
种行为之一袁都将被限制一年内禁止乘
坐飞机遥 同时在经济领域有某种失信行
为的乘客袁也在限乘之列遥

国家发展改革委尧民航局尧中央文
明办尧最高人民法院尧财政部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尧税务总局尧证监会等 8 部
门联合发布叶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
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
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曳袁5月 1日
起袁在机场或航空器内有以下行被公安
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旅客将被限制乘机院

淤 编造尧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安
全虚假恐怖信息的曰

于 使用伪造尧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
身份证件尧乘机凭证的曰

盂 堵塞尧强占尧冲击值机柜台尧安检
通道尧登机口(通道)的曰

榆 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尧法规
规定的危险品尧违禁品和管制物品的曰

虞 在随身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
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尧限制
运输物品的曰

愚 强行登占尧拦截航空器袁强行闯
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尧 跑道和机坪
的曰

舆 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尧安

检尧 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袁实
施或威胁实施人身攻击的曰

余 强占座位尧行李架袁打架斗殴尧寻
衅滋事袁故意损坏尧盗窃尧擅自开启航空
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曰

俞 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尧 吸烟尧违
规使用电子设备袁不听劝阻的曰

逾 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的遥

四尧这些人 5月 1日起 180天内不
得乘坐火车

近日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
叶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
失信人乘坐火车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意见曳袁 规定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
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责任人将被
限制乘坐火车遥 包括院

1尧 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
铁路安全尧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曰

2尧 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
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的曰

3尧查处的倒卖车票尧制贩假票的曰
4尧冒用优惠(待)身份证件尧使用伪

造或无效优惠 (待) 身份证件购票乘车
的曰

5尧持伪造尧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用
挂失补车票乘车的曰

6尧无票乘车尧越站(席)乘车且拒不
补票的曰

7尧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
处罚的遥

此外袁该意见还指出袁对其他领域
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袁限制
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袁包括列车软卧尧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尧其他动车组
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遥

其中袁行为责任人发生严重影响铁
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行为第 1~
3尧7条的袁 各铁路运输企业限制其购买
车票袁有效期为 180 天袁自公布期满无
有效异议之日起计算袁180 天期满自动
移除袁 铁路运输企业对其恢复发售车
票遥

五尧5月 1 日起我国将取消包括抗
癌药在内的 28项药品进口关税

根据国务院第 4次常务会议决定袁
日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袁
5月 1日起我国将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
的 28项药品进口关税遥

调整后袁除境外没有生产的安宫牛
黄丸等我国特产药品尧部分生物碱类药
品等少数品种外袁 绝大多数进口药品袁
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均将实现
零关税遥

六尧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从今年 5月
1 日起再下调工伤保险费率 20%或
50%遥

国务院 4 月 4 日常务会议确定院
野将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尧 失业保险及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期限延长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遥 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从今年 5 月 1
日起再下调工伤保险费率 20%或
50%遥 冶将阶段性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政策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4
月 30日遥 壬铭

10名旺角暴乱参与者被定罪
香港特区区域法院 2 日再裁定

10名参与旺角暴乱的人员构成暴动
罪及刑事毁坏罪等罪行袁 其中 9人
被裁定暴动罪等罪行袁1人被裁定刑
事毁坏罪遥 区域法院将于 23日对这
10名被告判刑遥

旺角暴乱期间袁有 11人在旺角
弥敦道围攻警务人员及警车袁 共造
成数十名警员受伤及一辆警车损
毁遥 事后袁特区政府律政司对上述参
与暴乱人员提起诉讼袁 控告他们参
与非法集结袁破坏社会安宁袁构成暴
动罪等罪行遥 周雪婷

香港年度税收款额逾 3200亿
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 2日公布袁在 2017/

18财政年度袁 政府税收临时款额为 3286亿
元渊港币袁下同冤袁较上一年度增加 384亿元袁
升幅逾 13%袁主要来自印花税遥

税务局局长黄权辉在记者会上表示袁以
税收分项计算袁2017/18财政年度利得税收约
1391亿元袁与上一年度持平曰薪俸税收约 608
亿元袁同比上升 3%曰印花税收约 952 亿元袁
较去年大增 54%遥

他预计 2018/19财政年度整体税收约为
3423 亿元袁 增幅 4%袁 其中印花税收超过
1000亿元遥 此外袁根据特区政府最新的财政
预算案袁 自 2018/19财政年度起拓宽薪俸税
税阶并调整边际税率袁设立伤残人士免税额袁
增加子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尧供养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免税额袁并提高长者住宿照顾开
支扣除上限遥 陈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