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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及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统一部署，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决定面向广大群众征集线索，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线索征集范围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诱骗老年人以“办

卡”“充值”“投资”等形式预交高额费用，以及其他养老
服务领域涉诈问题；（二）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
区”“老年公寓”“养老山庄”等“以房养老”名义进行虚
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三）养老机构内
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等涉诈问题；（四）以涉老“食品”“保健品”名义进
行虚假宣传、制售伪劣商品等涉诈问题；（五）打着投资

“养老项目”等旗号，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诱骗公众特别是
老年人“投资”“理财”等涉诈问题；（六）以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严重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诈骗违法犯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方面
（一）拐卖、拐骗、绑架、贩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二）

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三）伪造、变造出生证明的行
为；（四）收养被拐卖或者来历不明妇女儿童的行为；
（五）组织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乞
讨的犯罪行为；（六）其他相关涉拐的行为。（请失踪被
拐妇女儿童的父母子女和疑似失踪被拐人员主动到当
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样本并补充完善相关信
息。）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非法前往、滞留缅北地区、金三角地区、阿联

酋等地，或者煽动、拉拢、串联、诱使他人前往上述地
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二）从事电诈“黑灰产”
链条犯罪，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非法
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为诈骗人员提供通讯设备、
技术维护等违法犯罪行为；（三）窝藏、包庇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等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方面
（一）教育行业领域：利用在校学生、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校园暴力欺凌、网络借贷平台诱骗学生“校
园贷”“裸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二）医疗行业领域：
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
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
院、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三）金融放贷行业领域：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非法高利转贷、“套路贷”、非法催收
等违法犯罪行为；（四）市场流通行业领域：垄断经
营、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五）围标串标：挂靠
或借用资质投标、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
放弃投标，以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胁迫中标人放弃
中标、转让中标项目等围标串标、扰乱市场秩序违法
犯罪行为；（六）依法打击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矿
霸”“砂霸”，以采代探、无证越界采矿和破坏性采矿
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线索举报方式
电话举报：拨打110或0797-2535112。
电子邮件举报：市反诈联席办邮箱：rjfzlxb@163.

com；市扫黑办邮箱：rjsshceb@163.com。
直接举报：直接到各乡镇派出所或市扫黑办（公务

大楼724室）举报。
对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相关部门将根据有关

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举报受理单位、办案单位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确定专
人受理群众举报，对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
保密。凡泄露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相关情况或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敦促参与以上违法犯罪人
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瑞金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2022年5月

关于征集养老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线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通告

财政部 5 月 17 日公布今年前 4 月全
国财政收支情况。1—4 月累计，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74293亿元，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5%，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57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5%，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5.7%；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39722亿元，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5.4%，按自然口径计
算下降3.9%。

从地方收入看，4 月当月，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地方财政收入下降6.6%，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0.4%。31 个省（区、
市）中，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有14个地
区正增长，有7个地区个位数下降；有10
个地区降幅10%以上，主要是受到疫情冲
击等因素影响。

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力度空前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助企业增活力、强信心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
速逐月回落。1—2月、1—3月、1—4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分别
为10.5%、8.6%、-4.8%。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石英华认为，这既是经济短期内
面临较大困难的反映，也与财政政策主动
作为，税费减免政策、新增退税政策、缓税
政策集中实施有关。“截至5月16日，今年
已累计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增加现金
流超过 1.6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
提振信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调查显示，获得
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企业中，90%的企
业认为改善了现金流；获得存量留抵退税
的小微企业中，84.5%的企业认为改善了
现金流。

1—4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62319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7%，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7.6%。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分析，
分地区看，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影响后，1—
4 月大部分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正增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4月份全国
财政收入增幅出现了一定回落，这主要是
各级财税部门加大力度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减税退税政策的数据表现，是积极的财
政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动作为，通
过财政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

“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政策靠前发力保
民生，增投资、稳经济

1—4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809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
虽然财政减收，但财政支出进度加

快，民生等重点领域的支出得到有力保
障。科学技术、农林水、卫生健康、社会保
障和就业、教育支出等重要民生支出分别
增长 15.5%、12.9%、7.5%、4.4%和 4.1%，科
学技术、农林水、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交
通运输等支出增速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

石英华表示，今年以来，专项债发行
和使用加快，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有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确保基层‘三保’，中央财政加
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为地方
财政部门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
财力保障，确保助企纾困的积极财政政策
的精准有效实施。”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马海涛说。

罗志恒认为，当前地方财政收入下
滑、刚性支出不减。目前，针对大规模留
抵退税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财政部
在按现行税制负担 50%退税资金的基础
上，新增 1.2万亿元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基
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和保就业保基本民
生。

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注重效能
提升

从 1—4 月份财政收支数据看，今年
的财政政策重力度、进度、效度，政策红利
在尽早尽快释放，促经济企稳回升。

“一系列稳字当头的政策安排、更加
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
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有利条件；另一
方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
三重压力，叠加内外部的多重风险，经济
恢复动能不稳，经济发展短期内仍面临较
大困难。”石英华认为，接下来，财政政策
在加大力度、提前进度之外，注重政策效
度。通过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小微
企业纾困、科技创新，实施新的更大力度
减税降费；通过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强对基本民生、对重点领域、对地方
特别是基层的财力保障。通过统筹财政
资源，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强与货币政
策等协调，提升政策效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冯俏彬认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没有变，财政稳定运行的基础也没有变。
一是4月末，中央国库库款余额为4.94万
亿元，地方国库库款为 4.56万亿元，均处
于历史高位。二是我国财政赤字率长期
保持安全水平以内，2022 年计划的财政
赤字率仅为 2.8%。三是截至 2020 年末，
政府债务水平的负债率指标是 45.8%，低
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
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
体可控。 曲哲涵

今年累计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增加现金流超1.6万亿元

财政收入做“减法” 市场主体添活力

18 日上午，
一列满载 50 个
标准集装箱的中
欧班列从贵州贵
阳都拉营国际陆
海 通 物 流 港 驶
出，开往匈牙利
布达佩斯。其中
部分货品由越南
经中老铁路转口
至贵阳，搭乘此
趟中欧班列直达
欧洲，标志着中
老铁路国际货运
列车与中欧班列
国内首次测试贯
通。 冯倩 摄

一、招聘岗位及数量
城市管理执法协管员 100名（男性 90名，女

性10名）
二、岗位职责
要从事市容劝导、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和

维护市容秩序等城市管理辅助工作。
三、聘用条件
1、遵纪守法，有良好的品行，能吃苦奉献，具

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做群众工作;
2、男性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82年7月1日

以后出生）;女性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7年7月
1日以后出生）;

3、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
4、身体健康，无残疾，体貌端正，无口吃、无

纹身，无违法违纪记录，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
体条件;

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予招录∶（1）有
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2）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
退解聘的;（3）有吸毒史、精神病史、有纹身的人
员;（4）本人或家庭成员、近亲属受过刑事处
罚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的，参加非法组织、邪
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员 ;（5）其他不适宜从事协管员工作的。其他详
情请到集智公司咨询。

报名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日17：30止

地点∶瑞金市金恒大厦1303室
电话∶0797-2326711

公开招聘城市管理执法协管人员的公告

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民主党人公布了一项价值2800万
美元的紧急支出提案，旨在解决婴儿
配方奶粉短缺问题。

众议院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对这一
提案进行投票。提案通过后将为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供资
金，以应对奶粉短缺问题。FDA 则表
示，将继续确保婴儿配方奶粉等达到
FDA的安全和质量标准。

CVS 健康公司、塔吉特百货公司
和沃博联公司等零售商本月 10 日声
明，由于供应短缺，已分别实施婴儿配
方奶粉限购措施。比如，CVS 健康公
司上月就宣布旗下实体店或网店在售
婴儿配方奶粉“每单限购3罐”。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数据汇集”
公司总裁本·赖克认为，供应链受阻、
配方奶粉召回事件以及高通胀率加剧
短缺状况。 刘旭

美国会众议院公布紧急支出
提案应对婴儿配方奶粉短缺

遗
失
声
明

★江西省老方子药品有限公司在2022年4月20日不慎遗失《保健用品生产条件现场评估
备案证》，证件编号：赣健团标证字[2022]第030号，现声明作废。

★钟丽芸持有的残疾证遗失，残疾证号：36078119900804202944，特此声明。
★瑞 金 市 象 湖 镇 好 放 心 日 化 用 品 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60781MA368X OU72，特此声明。
★刘建东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360781600219846，特此声明。
★李洪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360781610026231，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