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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远翔汽修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袁 证 号 院
360781198704161019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远翔汽修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袁 证 号 院
360781198704161019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601090018
号渊曾武平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30305003X
号渊王鸿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407100054
号渊王楠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中山大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票号码:
01094748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6月 3日袁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古州镇高文苗寨举办杨梅节袁通过评选野杨梅大王冶尧吃
杨梅比赛尧吹芦笙尧跳芦笙舞等活动袁迎接游客的到来袁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遥 目前全村共种植杨梅近 1400
亩袁 年产值超 250万元遥 图为村民展示采摘的杨梅遥

李长华摄

香港各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由大公网与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尧香港房地产协

会共同发起的野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冶大型联合考察团考
察活动 6月 3日落幕遥
本次考察团由来自香港企业界尧 青年领袖及资深

媒体人共 80人组成袁在为期 3天的访问行程中袁走访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袁 对多家企业及高新区进行实地
考察遥 3日全团登上了即将正式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袁亲
眼见证了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的宏伟与壮观袁
感受祖国国力的强盛遥 3日下午考察团举行了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研讨会袁 就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献
言献策遥 周雪婷荩6月 3日袁两名

志愿者与机器人 野海
海冶在新闻中心迎接客
人遥 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新闻中心将于
6月 6日正式开放袁在
这个造型宛如野冰山之
角冶的建筑里袁来自青
岛四所高校的 370 名
峰会会议志愿者袁在经
过了 3 个月的系统化
培训后已提前上岗遥
由于本次峰会志愿者
服装设计采用灵动的
海浪线条为主元素袁
他们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野小浪花冶遥

郭绪雷摄

6月 5日袁是叶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曳公布 10周年纪念日遥 在当
今世界处在新一轮大发展尧 大变
革尧大调整袁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稳
定尧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的大背景
下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于中国发
展的意义重大程度前所未有遥

不久前袁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
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中袁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
为中国扩大开放的四个重大举措之
一袁并通过野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冶
野加大执法力度冶和野鼓励中外合作冶
三个要点指明了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的努力方向遥 结合当今世界所发
生的重大变化和知识产权的作用演
变来看袁这三个要点十分关键遥

知识产权实力成为经济竞争
力的核心要素遥 中国的产业升级袁
是从野世界工厂冶位置向野微笑曲
线冶两端攀登的过程遥而支撑研发尧
设计尧销售尧服务等环节的袁是专利
权尧著作权尧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尧
版权尧商标尧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
识产权遥 当今世界袁谁主导知识产
权袁谁就拥有全球价值链的利益主
导权遥 很多巨型跨国公司袁自身并
非技术的研发者袁更不是产品的制
造者袁 甚至不是服务的真正提供

者袁仅仅是知识产权的采购与集成
者袁 却主导着整条全球价值链袁这
就是知识产权实力使然遥 因此袁提
升知识产权实力袁才能提高中国经
济竞争力遥

知识产权风控是促进知识产
权化的枢纽环节遥 知识产权实力并
不等同于创新能力遥 创新是把新技
术或新模式创造出来袁并用它来改
变市场结构的过程遥 而知识产权实
力则是把这一过程中作为行为主
体的企业或个人所要从事的行
为要要要例如研发尧销售等袁表达成
诸如专利权尧商标权这样的法律权
利的能力遥 而市场主体是否把经济
行为转化为知识产权袁并不仅仅取
决于侵权行为受到打击的力度袁而
取决于知识产权所面临的被仿冒
风险有多大遥 因此袁可以说袁当前中
国并不缺少创新袁缺少的是创新转
化为知识产权的程度曰不缺少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决心袁缺少的
是对知识产权所面临潜在风险的
控制能力遥 加大执法力度袁不仅是
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打击袁更包括通
过登记尧注册尧授权尧监管等手段对
知识产权风险的控制遥

知识产权布局是推动中国走
向世界的关键因素遥国际知识产权

制度起源于关于市场相互准入的
规则设计遥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
条件下袁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实际上是保护其获利权袁 相应地袁
对方国家也要保护我国企业的知
识产权遥 由此不难推论院如果两个
国家之间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悬
殊袁则拥有知识产权量更多的一方
将获得更多利益遥 现实中袁发达国
家尽管可能不是产品的主要生产
国袁 但却积累了更大量的知识产
权遥而中国的奋起直追则体现在新
增知识产权量位居世界前茅遥由此
可以看出院中国走向更广尧更深的
国际市场袁关键在于要有能够引领
创新方向的知识产权布局能力袁并
由此产生出更多自主知识产权遥

当前袁中国已经是世界最重要
的知识产权贡献者之一遥 2017年
中国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38.2万件袁同比增长 14.2%袁连续
7年居世界首位曰PCT国际专利申
请受理量 5.1 万件 袁 同比增长
12.5%袁排名跃居全球第二曰受理
商标注册申请 574.8万件袁同比增
长 55.72%袁 连续 16 年居世界第
一遥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
强袁中国与世界必将在相互扩大开
放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力量遥贾晋京

中国知识产权走向世界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鼓
励群众踊跃提供线索袁依法严厉打击黑
恶犯罪活动袁我市出台了叶瑞金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奖励办法曳袁 主要内
容如下院

一尧举报内容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尧

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
势力曰

2.采取暴力尧威胁等手段把持基层
政权尧横行乡里或利用家族尧宗族势力欺
压残害百姓尧称霸一方的野村霸冶野乡霸冶曰

3.破坏农村治安秩序袁通过野霸选冶
野骗选冶野贿选冶 等方式干扰破坏农村基
层换届选举尧垄断农村经济资源尧侵吞
农村集体财产的黑恶势力曰

4.在征地尧租地尧拆迁尧工程建设等
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曰

5.在城中村尧城乡结合部尧流动人
口聚集地拉帮结派尧寻衅滋事尧打架斗
殴尧强拿硬要尧称王称霸袁破坏一方治安
秩序的黑恶势力曰

6. 盘踞在商贸集市尧 农副产品批

发尧小商品零售尧建筑材料等各类市场袁
欺行霸市袁强买强卖袁敲诈勒索袁暴力收
取保护费尧看场费尧进场费袁破坏正常经
营秩序的野市霸冶野行霸冶类黑恶势力曰

7.在建筑工地尧居民小区强行供应
砂石尧建材袁强装强卸袁随意殴打尧威胁
商户及业主的野砂霸冶野水泥霸冶类黑恶
势力曰

8.在客运尧货运尧仓储物流场所控
制运营路线尧强拉客源尧抢占货源尧非法
经营尧暴力打压竞争对手的野路霸冶野货
霸冶类黑恶势力曰

9.寄生在医疗机构尧车站码头尧旅
游景点等场所强买强卖尧敲诈勒索的黑
恶势力曰

10.在工程建设尧交通运输尧矿产资
源尧渔业捕捞等行业尧领域袁雇黑佣黑袁
纠集社会闲散人员袁恶意竞标尧暴力围
标尧强揽工程袁非法占地尧滥开滥采尧暴
力拆迁尧随意殴打群众的黑恶势力曰

11.以各种野套路贷冶野校园贷冶野裸
贷冶等方式非法高利放贷尧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曰

12. 专门受雇他人插手各类纠纷袁
采取野摆队形冶占场子尧威胁恐吓尧跟踪
滋扰等手段破坏社会秩序的 野讨债公
司冶野调查公司冶野职业医闹冶野地下出警
队冶等黑恶势力曰

13.操纵尧经营野黄赌毒冶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黑恶势力曰

14.非法制造尧买卖尧运输尧邮寄尧存
储尧持有尧私藏枪支尧弹药尧爆炸物的黑
恶势力曰

15.暴力传销尧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尧
强行拉人入伙尧劫掠敲诈钱财的黑恶势
力曰

16.与境外有组织犯罪团伙相互勾
连袁组织内地人员到境外赌博并在放贷
后非法拘禁参赌人员的黑恶势力曰

17.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
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曰

18.有关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
充当黑恶势力野保护伞冶等遥

二尧举报方式
1.直接举报院可到市政法各单位尧

纪检监察机关尧组织尧民政尧各行业主管

部门及各乡镇尧派出所举报
2. 电话举报 院110尧0797 -2556001

渊市扫黑办冤
3.邮件举报院rjsshceb@163.com
4.来信举报院瑞金市公务大楼政法

委 913室袁瑞金市扫黑办袁邮编 342500
注意院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名进

行举报遥 实名举报的应提供举报人姓
名尧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等情况遥 匿
名举报时袁举报人可使用 6位数以上的
密码作为本人代码袁以密码确定举报人
并反馈尧奖励遥

三尧奖励标准
对举报人的有效举报袁 经核实后袁

由办案部门或扫黑办按照所举报的犯
罪严重程度视情给予举报人 1000元以
上 50000元以下的奖励遥

四尧保密制度
政法机关将严格按照保密制度对

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袁 举报人情况尧举
报信息等由专人管理袁对于举报重大线
索的袁 视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举报人袁
确保举报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浴

瑞金市扫黑除恶举报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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