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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虎金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8130927213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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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成员院徐艮花尧傅金龙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
云石山乡田心村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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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号码院18720061079

瑞金虎金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 07月 04日

绎瑞金市象湖镇俊辉车行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壹张袁发票代码 :136001721201袁发票号码:00458032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俊辉车行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壹张袁发票代码 :136001721201袁发票号码:00458053袁特此
声明遥

绎 宋 长 发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751105589233袁特此声明遥

绎张二洒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注册
号院360781600176408袁特此声明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大厅展出一枚颇有特色
的党徽遥 这枚银质帽徽呈五角形袁正面中间为中国共
产党镰刀尧斧头的党徽曰背面靠下上角有一挂针袁角内
有野钟步全冶三字曰靠左上尧下角处有野1927冶字样曰靠右
上尧下角的邻边相交处有野党冶字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工作人员实地调查袁并与相关文物进行对比袁认为这
并非帽徽袁 而是一枚具有相当文物价值的共产党党
徽遥

12年前的初夏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翻阅资料时发
现袁 曾在本馆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写过一个回忆院此
文物的来源大概有两条线索院一是由江西吉安市民政
局拨交曰二是由一个外号叫野大贼牯冶的人交给瑞金纪
念馆袁并说野大贼牯冶是钟步全的兄弟遥 瑞金馆将此章
拨给了八一起义纪念馆袁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馆时袁
八一起义纪念馆又拨交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遥

我们先从第一条线索开始查找袁 到吉安市民政
局尧吉安县党史办尧吉安县民政局等单位查阅袁无功而
返遥 工作人员并没有放弃调查袁继续前往瑞金纪念馆遥

2006年 6月 18日袁 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瑞金纪念
馆帮助下袁首先找到了一位叫钟必浚的老同志遥 当询
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野大贼牯冶的人时袁他马上纠正袁
说他不是叫野大贼牯冶袁而是叫野大只牯冶袁就是高大的
意思遥 接着他直接带领工作人员前往野大只牯冶的继子
钟起瓒家袁才弄清原来野大只牯冶名叫钟蔚椿袁在红军
时期叫钟步全袁即野大只牯冶和钟步全是同一个人袁而
不是传说的兄弟俩遥

1926年袁瑞金就有了党组织袁在 1927年袁瑞金党
组织开始制作党徽袁每个党员都发一枚徽章遥 党徽背
面刻有入党年代和姓名遥 而瑞金纪念馆当时陈列着 3
个类似徽章袁背面姓名不同袁年代不一袁钟步全是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这一点应该无疑问遥 钟步全究
竟是什么人呢钥 井冈山博物馆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其亲
属袁到民政部门查找资料袁了解到了一个早期党员的
事迹遥

钟步全是 1901年出生的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袁在当时的县苏维埃政府工作遥 上个世纪 30年代反
野围剿冶的一次攻打会昌战斗中袁钟步全腿部受重伤袁
血流不止袁朱德脱下身上的棉背心给他包裹伤口遥 不
久袁钟步全因腿伤而成为残疾人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钟步
全一直在民政部门领取抚恤金遥 1953年袁钟步全把自
己佩戴过的这枚徽章和朱德送给他的棉背心一同捐
赠给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袁1959年袁 这枚党
徽又从瑞金纪念馆转拨到八一起义纪念馆袁又辗转拨
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遥

这枚由早期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珍藏的党徽袁现在
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袁 也是我们党早期的党徽之一遥
她承载着一段不凡的历史袁传递着一种不朽的精神遥

1938年袁八路军 115师袁
转战鲁南袁 开辟山东抗日根
据地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袁
日军开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
进行反复野扫荡冶和野蚕食冶遥
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
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反 野扫
荡冶尧反野蚕食冶斗争的经验袁
于 1942年 10月 22日提出了
著名的野翻边战术冶袁其主旨
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袁当
敌人进行野扫荡冶或野蚕食冶
时袁部队不是野敌进我退冶袁而
是选准有利时机袁野敌进我
进冶袁野翻冶 到敌人占领区去袁
粉碎敌人的 野扫荡冶野蚕食冶袁
换一种说法袁就是野敌打到我
这里来袁 我打到敌那里去冶遥
而此后在坚持游击区的斗争
中袁 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
敌占区袁袭击敌人后方袁打击
日伪政权袁也是野翻边战术冶的组成部
分遥

在罗荣桓的指挥下袁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第 2旅在 1942年 11月 3
日发起的海陵反野蚕食冶战役胜利后袁
于 1943 年 1 月又发起郯城战役袁并
成功地运用了野翻边战术冶遥

郯城袁 位于临沂与新安镇之间袁
南面靠近陇海路袁地处陇海路以北的
日军心腹地区袁是日军在鲁南苦心经
营的兵站基地遥 其墙高壕深袁并广筑
炮楼碉堡袁是一座完全碉堡化了的城
镇遥 此时正值日伪发动野扫荡冶袁郯城
驻防之敌一部分奉命调出袁城中守备
相对空虚遥

战前袁为了牵制尧迷惑敌人袁由
八路军教导第 2 旅一部尧 临沭县独
立营以及数千民兵围攻醋大庄等敌
据点袁把敌人死死缠在沭河沿岸曰教
导第 2旅另一部等监视赣榆尧 新浦
方面的日军袁 以保障攻城部队后侧
的安全袁 还有一部准备阻击马头方
面的敌人遥 同时袁滨海地委尧滨海专
署尧 滨海独立军分区动员上万名群
众袁在临沂至郯城的公路上袁连续开
展 4天大破袭遥

1943 年 1 月 18 日夜袁教导第 2
旅主力兵临郯城城下袁主攻点选在
便于隐蔽接近而又无外壕的城南
门遥 19 日深夜袁八路军发起进攻袁官
兵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勇攻击袁
率先突破城垣遥 战士张桂林爬上城
墙袁把手榴弹塞进敌碉堡内袁炸死
了碉堡内的敌人袁又用手榴弹消灭
了向他扑来的伪军袁并缴获了两箱
手榴弹遥 不久袁部队突破南门袁击毙
守敌 7 人袁俘敌 50 余人遥 攻克城门

后袁敌人增兵于内城城门袁并将成
批的手榴弹往下投袁八路军伤亡较
大袁进攻受阻遥 20 日夜袁教导第 2 旅
将主攻点改为敌戒备较差袁射击死
角较大袁 但有深宽壕沟的城东南
角遥 这时袁日伪军也调整部署袁组织
火力袁点燃火把袁竭力阻止攻城遥 教
导第 2 旅经苦战袁 登上了城墙袁迅
速向两侧发展袁 并展开政治攻势遥
不久袁伪军大部瓦解袁残敌向城中
心退缩遥 教导第 2 旅团团围住退缩
于城中心之敌袁 并连续爆破猛攻袁
200 多名伪军尧伪政权人员投降遥 20
日晨袁残敌依仗院落和房屋负隅顽
抗袁 以各种武器封锁街道巷口袁并
以部分兵力向我反扑遥 担任突击任
务的八路军 8 连采取了挖墙掏洞袁
逐屋占领的战法袁同时袁组织特等
射手袁 利用高房屋脊封锁要道尧房
门袁阻击敌人袁消灭了敌人大量的
有生力量遥

经数小时激烈战斗袁南大街一带
敌人大部被八路军 6团生俘遥残余的
日伪军龟缩在伪政府的炮楼内袁教导
第 2旅首长即命进行爆破遥 21日袁战
斗胜利结束遥 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
400余人袁俘日军 7人尧伪军及伪政权
人员 600余人袁郯城日伪军和伪政权
人员全部被歼袁无一漏网遥 攻克郯城
后袁 八路军又乘胜打下了郯城周围
18处敌人据点遥

郯城战役袁是八路军 115师入鲁
以来取得的敌后攻坚战首次重大胜
利遥此次战斗还迫使野蚕食冶沭河沿岸
的敌人全部撤退袁郯城根据地由 4个
区扩大为了 7个区遥 不久袁成立了中
共郯城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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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首创“翻边战术”
阴贾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