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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核查公告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曳等法律规定和江

西省工商局的统一部署袁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企业住所渊经营场所冤核查工
作袁清理名存实亡企业遥

住所核查工作通过邮寄专用信函渊企业住所叶经
营场所曳核查函冤的方式与注册登记的企业联系袁经向
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邮寄无人签收的袁视为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遥

请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的企业袁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与其注册登记
机关联系袁依法办理住所渊经营场所冤变更登记或重新
取得联系遥 如停止生产经营的袁请及时到企业登记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遥 对核实企业无法联系袁证实无正当
理由在其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
经营均连续超过 6个月袁且未办理注销登记的袁我局
将依法吊销此类企业营业执照遥 特此公告!

瑞金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1月 28日

绎瑞金市象湖镇启瑞汽车服务店遗失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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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10219,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水务系统工会委员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袁代码院Q9936078100023840H袁登记号院
组代管 360781要608166袁特此声明遥

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我国首份养老金投
资年报袁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 87.83 亿
元袁收益率 5.23%遥

绎26日袁野基因编辑婴儿冶相关报道引发关注遥国家卫
健委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调查核实袁广东省卫健委尧深圳市
卫计委已启动调查遥

绎截至 11月袁全国已建立野扫黄打非冶基层站点 51
万余个袁野扫黄打非冶进入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阶段遥

绎陕西神木一初中女生日前遇害遥 当地政府 25日通
报袁6名嫌疑人已全部抓获袁均为未成年人遥

绎杭州张某某穿拖鞋开奔驰在闹市失控袁 造成 5人
死亡遥经鉴定袁张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袁26日被提起公诉遥

绎安徽安庆警方侦破一起利用虚假婚恋网站实施的
特大电信诈骗案袁涉案金额达 1450多万袁抓获嫌犯 43人遥

绎四川邛崃陈女士的驾照无故在异地被扣分袁 身份
证号也在交管 12123平台被注册遥 两地警方已介入调查遥

绎江苏宿迁一男子因坐过站与公交司机发生口角袁
随后殴打司机袁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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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曳 及最高人民
法院尧最高人民检察院尧公
安部尧司法部印发叶关于办
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曳精神袁结合我市
实际袁 确立如下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打击重点和整治重点类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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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吞农村集体资产
的黑恶势力曰

4. 在征地尧租地尧拆迁尧工程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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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重点有哪些？

11月 25
日袁野伟大的
变 革要要要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
展览冶正在中
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袁众多
观众利用周
末休息时间
前来参观体
验遥图为观众
在 C919 大
型客机模型
前自拍遥
陈晓根摄

连接野世界超市冶义乌和欧洲最大
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的中欧班列运营
满四周年了袁这趟国内行程最长的中欧
班列已经成为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尧文
化交流野看得见摸得着冶的载体袁为沿线
国家和民众架起开放合作的新桥梁遥

运输便利化促进双边贸易增长
马德里时间 24日上午 11时袁一辆

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开进马德里
车站袁为庆祝开行四周年袁此趟班列全
新涂装袁用中国故宫尧茶园和西班牙美
食的精美图案袁展示了中国尧西班牙的
多元文化遥

野义新欧冶 中欧班列自 2014年 11
月 18 日首发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袁截
至 2018年 10月 20日袁 班列已往返运
行 532次袁45372个标箱遥 始发开通了 9
条线路袁辐射至中亚尧西班牙尧伊朗尧阿
富汗尧俄罗斯尧拉脱维亚尧白俄罗斯尧英
国尧捷克等 9个方向遥

班列集聚作用明显袁 覆盖了浙江尧
上海尧广东尧安徽尧江苏尧山东尧福建尧江

西等 8省市货源袁 涵盖了日用小商品尧
服装尧箱包尧五金工具等近 2000种中国
制造商品遥

中欧班列促成义乌开放水平更高遥
如肉类口岸尧国际邮件局的开通袁贸易
便利化持续改革袁进口市场和跨境电商
发展迅猛遥 班列累计直接产生进出口贸
易额 35亿美元以上遥

通过中欧班列袁红酒尧母婴用品尧高
档厨具尧洁具尧汽车零配件等欧洲商品
进入中国市场渠道更畅通遥 以西班牙为
例袁数据显示袁自野义新欧冶中欧班列开
通以来袁西班牙产品向义乌的出口额从
2014年的不足 160万美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1010.56万美元遥

野钢铁驼队冶发掘合作新空间
9月 26日一列装载了邮政专用集

装箱的野义新欧冶中欧班列顺利从义乌
铁路口岸始发袁3240件国际邮件被运往
波兰马拉舍维奇站袁正式开启每周一次
的常态化运邮遥

这次发运的国际邮件来自 100 余

家跨境电商企业袁目的地为英国尧法国尧
德国尧西班牙尧荷兰尧比利时尧捷克等 14
个欧洲国家遥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袁野义
新欧冶中欧班列与中国邮政尧菜鸟物流尧
DHL尧燕文物流尧西班牙邮政尧英国 Yo鄄
del等国际快递巨头合作袁设计了野义欧
快件冶这一义乌口岸出发袁直发欧盟及
英国袁通过国际快递辐射中亚尧欧盟及
英国消费者的业务模型遥

运营方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旭斌认为袁开拓货值更高尧服务
更精准的国际快件业务袁是野义新欧冶
中欧班列在技术和运营模式方面的创
新袁而两周左右的铁路运输时间袁也为
跨境电商物流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新
选择遥

野义新欧冶中欧班列在沿线马德里尧
杜伊斯堡尧伦敦和莫斯科设立 4个分公
司尧8个海外仓袁辐射 34个国家袁还推进
了野一带一路冶捷克站尧华沙中国小商品
城市场和中白工业园等项目建设袁发掘
出了这一野钢铁驼队冶两端更多的合作
空间遥

班列线路架起友谊之桥
11月 18日在开行四周年之际袁这

趟国际班列连接的两个城市袁义乌和马
德里举办了一场双城互动马拉松比赛遥
义乌参赛的市民有上万人遥 马德里的赛
道上还按照中欧班列途经国家在沿途
设置指示牌和班列运行地图遥

野义新欧班列线路不仅是货物运输
线路袁更成为两地人民的友谊之桥遥冶义乌
西班牙交流基金会主席毛文进说遥义乌西
班牙交流基金会将资助西班牙青年于
2019年前往义乌进行 野全球青年创业培
训冶计划袁希望用这种方式袁为中西两国经
贸尧文化尧教育等方面搭建一个桥梁遥

通过中欧班列袁义乌正逐步与沿线
国家实现野政策沟通尧设施联通尧贸易畅
通尧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冶遥 目前义乌建
立了与马德里尧巴塞罗那等地区尧城市
全方位合作袁举办中国渊义乌冤丝绸之路
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尧中国北欧青年领
军者论坛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及
100 余场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遥

屈凌燕 魏董华

连接义乌和马德里的中欧班列开行四周年

架起开放合作新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