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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李福水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 民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2014)
ZD04010169袁特此声明遥

绎李福水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 民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2014)
ZD04010169-1袁特此声明遥

绎 廖 行 希 持 有 的 证 号 为
010909001土地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
落于瑞金市象湖镇溪背村白屋子冤
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红色大本营文化交流
中心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
票代码 :3600162350袁 发票号码 :
0143277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赖
林生 (身份证:362102197810284230冤
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赖林生遥成员院赖林
生尧廖海娇尧赖鑫尧赖钰茹袁特此声明遥

绎朱伟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
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壹份袁 发票代
码 :136071615331, 发 票 号 码 :
01311008,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建东车行遗失机动车统一销
售 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136001721201袁发票号码 :00454263袁
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
亲爱的市民朋友院

衷心感谢您对瑞金法院工作的理
解与支持浴 正是因为有您的支持袁瑞金
法院的各项工作才取得令人欣喜的成
绩遥 2017年袁我院涉诉信访尧审判管理等
11项工作袁 钟同锋等 16名个人获得瑞
金市委和上级法院表彰袁 叶坪法庭尧城
郊法庭分别荣立野集体二等功冶和野集体
三等功冶遥 过去一年袁我们紧紧围绕野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冶的目标袁持之以恒抓队
伍建设尧抓审判质效尧抓基层基础尧抓攻
坚野基本解决执行难冶袁等等遥 全年受理
案件 7750 件袁审结 4273 件袁执结 3004
件遥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 234件袁结案率
93.9%袁 分别位列赣州市基层法院第五
名和第四名遥 2018年袁我们将在市委的
领导下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袁 以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袁
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袁不断改进工作
作风袁提高工作效率袁奋力开创工作新
局面遥 为此袁特向社会作出如下承诺袁敬
请监督遥

一尧坚持公正司法袁维护公平正义遥
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袁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袁积极参与野扫黑除恶冶

专项行动袁 从严从快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袁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遥 依法稳妥审理
各类民事尧行政案件袁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遥 攻坚打赢野基本解决执行难冶这场硬
仗袁及时兑现胜诉当事人权益遥 进一步
强化审判管理袁 确保案件速审速结袁并
彻底杜绝超审限案件袁如有违反袁一律
从严查处遥

二尧优化司法服务袁方便群众诉讼遥
大力推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袁
保证人民群众在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一
次性办结所办事项袁真正让群众感受司
法的便捷遥 扎实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尧委
派调解袁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袁推动
矛盾纠纷尽快妥善化解遥 加强基层法庭
建设袁实行法庭人员驻庭常态化袁确保
多数民事类纠纷在基层法庭及时得到
解决遥

三尧改进司法作风袁提升服务水平遥
强化服务意识袁 热情接待群众来访袁推
行首问负责制袁由首位接待群众的干警
负责帮助落实群众诉求遥 落实信访回复
制度袁对群众来信来访限时办结袁并做
到及时反馈回复遥 强化纪律保障袁凡被
有效投诉人员袁 一律取消评先评优资
格袁并视情节轻重袁调整工作岗位或纪

律处分遥
四尧推进司法公开袁接受群众监督遥

大力推进野智慧法院冶建设袁推行电脑随
机分案袁从源头预防人情案尧关系案尧金
钱案的发生遥 用好 12368 诉讼服务平
台袁及时以短信向当事人同步推送案件
办理流程节点信息遥 扩大庭审直播尧文
书上网尧审判流程及各类司法信息公开
范围袁方便群众对审判尧执行全程监督遥

五尧从严管理队伍袁确保司法廉洁遥
按照政治尧业务尧责任尧纪律尧作风野五个
过硬冶的要求袁推动从严治党尧从严治院
纵深发展遥 强化监督执纪袁注重从案件
电话回访尧信访投诉举报尧干部日常作
风中发现问题袁抓早抓小尧防微杜渐遥 对
涉及到的司法不廉不实问题袁 发现一
起袁查处一起袁绝不姑息迁就袁建设一支
让党放心尧人民满意的法院干部队伍遥

亲爱的市民朋友院真诚欢迎您对我
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袁我们一定认真
研究袁 并及时向您回复遥 联系电话院
0797-2520286袁邮箱院rjsrmfy@163.com遥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
支持浴

瑞金市人民法院
2018年 5月 7日

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5月 6日袁 鄂尔多斯春季那达慕在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拉开帷幕遥 本次那达慕为
期两天袁设有搏克尧赛马尧蒙古象棋等传统民族体育
项目袁共有来自内蒙古各地的一千余人参加遥 图为
蒙古族马术表演遥 张枨 陈立庚摄

马克思手稿展出
5月 3日袁叶风云激荡 200年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周年历史文献展曳 在南京大学美术馆开展遥
本次展览中袁一份马克思原始手稿和一份叶共产党
宣言曳书法长卷备受关注遥

据了解袁手稿为叶布鲁塞尔笔记曳中的第四本笔
记本袁原有 30张纸 60页袁展出的有 27张纸 54页袁
其中 49页写有字迹遥 手稿主体部分写作于历史唯
物主义形成的 1845年袁为马克思对斯托奇尧平托尧
柴尔德等经济学家著作的摘录遥 该手稿的纸张和笔
迹经德国柏林要勃兰登堡科学院和荷兰阿姆斯特
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专家鉴定袁为目前中国收藏的
唯一一份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原始手稿遥 姚雪青

我国和波黑免签协定月底生效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 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袁中

国和波黑持普通护照公民互免签证协定将于 5 月
29日正式生效遥

据悉袁中国驻波黑大使陈波当天向波黑外长递
交了关于明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黑部长会
议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曳生效日期
的照会遥 根据协定袁中波两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在对
方国家入境尧出境尧停留或者过境袁每 180日停留最
长不超过 90日袁免办签证遥 袁亮

2008年 5月 12日袁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遥十年后袁曾经满目疮痍的汶川地震灾区如今面貌一新袁焕
发勃勃生机遥十年来袁经过科学救灾尧科学重建尧科学发展袁汶川地震灾区的城乡面貌尧民生事业尧基础设施尧产业
发展尧生态环境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遥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尧勃勃生机的新园区尧鳞次栉比的新民居噎噎龙门山脉
城镇村落美丽和谐尧山清水秀袁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遥 图为广元青川县乔庄镇中心小学学校操场遥 薛玉斌摄

由华中师范大学尧湖北省海峡
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的首届野国家
统一与民族复兴冶研讨会 5日在武
汉开幕遥 此次会议主题为野共谋国
家统一袁携手民族复兴冶袁来自两岸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
者与会遥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戴秉国
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袁完成国家统
一与实现民族复兴相辅相成袁这是
一项非常伟大也非常艰巨的历史
性工程袁我们要以更多的细心尧耐
心和恒心来逐步接近并最终完成
这一目标遥 我们既要尊重客观规
律袁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袁积极布
局尧策划与实践遥 两岸学者可以走
在前面袁多做这方面工作遥 针对当

前两岸形势袁 他提出四点看法院第
一袁 坚决反对与遏制形形色色的
野台独冶分裂势力与活动袁切实捍卫
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遥 第二袁坚定
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袁积极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遥 第三袁密
切关注影响中国统一与民族复兴
的外部因素袁 防止外部势力损害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遥 第四袁大力为
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营造稳定环
境袁积蓄力量袁创造条件遥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尔肯江窑吐
拉洪致辞表示袁湖北省委尧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
政策袁推出落实野31 条惠台措施冶
实施办法袁 围绕在鄂台青创业就
业尧台企发展尧鄂台交流合作着力

打造优质平台遥
据介绍袁鄂台渊源深厚袁在台湖

北籍同胞有 20多万人袁常住湖北台
胞有 3000余人遥 截至去年底袁湖北
已有近 2700家台资企业尧19个台
资园区尧1个台资企业创新服务示范
基地袁台企投资总额逾 225亿美元遥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致辞表
示袁随着大陆的稳步发展袁我们将
更有能力和条件争取祖国完全统
一袁这是完全可以预言的遥

会上袁两岸专家围绕野两岸关
系发展与国家统一框架设计冶野两
岸共同推进民族复兴进程中面临
的风险与应对冶野影响中华民族复
兴进程的国际因素冶等议题展开了
深入研讨遥 查文晔 吴植

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冶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大陆将更有能力和条件争取统一

mailto:rjsrmf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