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朱英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0023974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口簿遗失袁户
员院谢寿泉(身份证 :36078120010917005X冤袁特
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

天下 07
姻2018年 12月 3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一尧 扫黑除恶的打击重点有
哪些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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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尧举报方式有哪些钥
瑞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有以

下举报方式院
1. 电话举报院110尧0797-2556001
渊市扫黑办冤及各乡镇尧派出所举
报电话曰
2. 邮件举报院rjsshceb@163.com曰
3. 信件举报院 瑞金市公务大楼政
法委 913室袁邮编 342500曰
4. 来访举报院 瑞金市公务大楼政
法委 913室渊市扫黑办冤遥
市扫黑办对举报人信息严格

保密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共建平安幸福瑞金

荨11月 30日袁 在江西婺源县篁岭古村落拍摄的冬
日野晒秋冶场景遥 进入农历野小雪冶节气袁江西婺源县篁岭
古村的村民趁天气持续晴好袁仍忙碌野晒秋冶遥 当地村民
们将收获来的红红的辣椒尧黄黄的玉米尧金色的稻谷和
菊花等农作物袁晾晒在依山而建的徽派民居房前屋后木
制晒架上袁长长木架托起圆圆的晒匾袁五颜六色的农作
物遍布整个村庄家家户户袁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袁勾勒
出一幅独具特色的野晒秋冶图袁璀璨夺目遥 施广德摄

公 告
豪门新城全体业主院

我司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
与原豪门新城商住小区的瑞金市
玉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终止合同
关系袁 新选聘厦门艾尔美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为豪门新城项目提供
前期物业服务遥

特此公告浴

瑞金市金南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8日

注销公告
瑞金市佳豪门业有限公司渊注册号院

360781210015780冤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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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燕尧 谢志
琼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瑞明村绵水
路司法局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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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宋小燕
联系电话院15979768891
瑞金市佳豪门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2月 3日

注销公告
瑞金市点点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 91360781MA35H537XB冤经股
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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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玮尧
刘方建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 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中山路五巷 5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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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朱康玮
联系电话院15018723978
瑞金市点点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2月 3日

瑞金市原谢坊派出所
资产公开招租公告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关规定袁 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对瑞金市原谢
坊派出所资产经营权进行公开招
租袁 报名截止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0日下午 5院30遥详情
请咨询国资公司资产经营部
2585811尧13217072086渊郭冤遥

瑞金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3日

江苏省东海县海陵路小学把腰鼓尧剪纸尧珠心算等民
族文化引进校园袁依据学生兴趣成立社团袁既锻炼了学生
身体袁又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遥图为近日该校学生在练习
打腰鼓遥 张开虎摄

绎据海关总署统计袁截至 11月中旬袁我国进出口总
值已超过去年全年袁同比增长近 15%遥

绎国家医保局日前明确袁 定点医药机构欺诈骗保将
被解除定点服务协议遥

绎民政部消息袁叶志愿服务条例曳实施一年来袁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实名志愿者已经超过 1亿人遥

绎河北张家口 11月 28日爆燃事故致 23人死亡袁遇
难者 DNA鉴定 12月 1日全部完成袁身份确认遥

绎微信官方发文称袁 即日起暂停微信和 QQ邮箱漂
流瓶功能遥

绎山东泰安周某某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致车辆失
控袁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 3年遥

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因发布含有淫秽尧赌
博尧暴力内容的广告袁被工商部门罚款 60万遥

绎福建南安市某派出所副队长王某进包庇家族恶势
力团伙袁还私藏 64枚子弹袁一审被判刑 4年 3个月遥

绎浙江萧山张某某等 6人毒杀土狗并销售毒狗肉袁
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3个月到 4年不等遥

绎山东设立全国首部反家暴地方性法规袁 规定居委
会尧 医疗机构等发现家暴要及时报案袁 未报案可给予处
分遥

mailto:rjsshce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