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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扣押人 身份证号码 扣押金额（元）

林本挺 35012219841113213X 311092.24

柯清河 350582196006274539 625555.1

账户开户名称 开户人证件号码 交易卡号

王玉双 359002196001262087 6213360686013679868

李玉旋 359002197204292061 6213360686017906960

吴金增 35058219920509303X 6230520680037446074

陈锡时 350581198504040519 6213360686016581160

吴雅榕 359002197612102546 6213360686016582267

曹 政 341281199710290612 6228430369715414678

卓爱平 350321197405107421 6230520690016965275

董美锦 359002196304090542 6213360686018026164

傅明笑 359002196906082021 6213360686019577066

黄瑞金 352225198506053035 6228480136732275278

账户开户名称 开户人证件号码 交易卡号

林友令 350582199406184536 6230520680058724573

许辉煌 350582199402084036 6213360686018125263

姚楚莲 440582198112010669 6228480138965609777

梁敬梅 522321196503025226 6213360686015163861

王逢娜 35900219800607202X 6213360686017898167

林珠顺 352201198210225810 6228480068846957378

许清祥 359002197101142538 6213360686018085368

刘 兵 360730199201241118 6228480688787643578

蔡美月 350582196408060525 6213360686015171161

黄增官 350122195301145411 6230520060070143377

  2019年7月以来，如皋市公安局在办理吴某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时，依法

冻结相关涉案银行账户及涉案资金，具体如下：

关于处理涉案财物的公告

  另依法扣押相关涉案资金，具体如下：

被扣押人 身份证号码 扣押金额（元）

龚荣煌 359002195410130531 3521163.15

吴美玉 321281199207236826 542039.5

  请上述财物的权利人或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如皋市公安局治

安警察大队认领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

物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将依法上缴国

库。(联系人：曹警官、李警官，联系电话：15262787266)

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

清远黄腾峡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黄浩

明先生：

  根据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2012)清城法民初字第122号】和清远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清中

法民一终字第343号】确定，清远黄腾峡生

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欠梁焕标款项人民

币13，417，925元，黄浩明个人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019年4月8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19)粤18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变更李快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2021年11月8日，李快与梁国飞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上述13，417，925元

债权及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由债权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梁国飞。现将

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债务人，并请各

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直接向梁国飞

履行上述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并催款。

公告人：李快 梁国飞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近日，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名义注

册设立公司，其登记机关为石家庄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登记股东为北京京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现我司郑重声明：我司在石家庄从未设

立或参与子公司或者下属企业的设立与经

营，我司从未在石家庄地区以任何方式认购

或持有相关单位股权，我司也从未向任何人

提供过我司印章或其他任何文件用于在石

家庄地区设立或参与相关企业的工商登记。

对于在石家庄地区的设立的与我司相关的

企业我司不予认可，不享有相关企业股东的

权利，也不承担相关企业的股东义务。

  敬请广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个人等谨防不法分子冒用我司名义

从事活动，避免损失。

  对任何侵害我司权益的行为，我司将

采取法律措施，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

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声 明   因扬州裔娜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

付四川鸿安服饰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劳务

加工费，现已无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为

减少我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我公司将

在登报30日后将贵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

金以及设备直接进行抵扣，如有异议，尽

快与我公司联系。联系人杨乐，联系电

话：19982881773。

四川鸿安服饰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 告

张浩、张峰：本院受理陈林东诉你们返还代垫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虹桥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徐莉：本院受理申请人徐延平、徐玉申请宣告徐莉死亡一案已审理终结。徐莉，女，1983年1
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泰兴，原住泰兴市济川街道江平中路34号福星家园1幢201
室，系申请人徐延平、徐玉的女儿。徐莉因精神疾病于2013年12月13日离家出走后即失去

２０21年11月30日

联系，申请人多方寻找徐莉未果。申请人申请宣告徐莉死亡后，本院于2020年11
月18日在《法治日报》发出寻找徐莉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徐莉仍下落不
明。本院已作出(2020)苏1283民特687号民事判决，宣告徐莉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赵海花：本院受理蔡福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保全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潘城妹：本院受理张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国平、黄海英：本院受理杨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玉生：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印平华与被申请人吴良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至本院审监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吕红：本院受理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溪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5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月辉：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法院50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文国、叶亚男：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27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赵佑霞：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邱春雨：原告曾双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新华社杭州11月29日电 记者岳德亮

29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中央宣讲团在浙江省杭州市宣讲，中

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

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梁言顺作宣讲报告。浙

江省主、分会场1万余人参加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上，梁言顺用丰富的史实、鲜活

的事例、翔实的数据，整体介绍了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内容，从深

刻把握召开全会和作出决议的重大意义、

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百年奋

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和开

创未来的重要要求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

宣讲和深入解读。梁言顺在宣讲中表示，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刻理解

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拥

护和捍卫“两个确立”。

　　29日下午，梁言顺来到浙江工业大学，

与参加浙江省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志愿者

联盟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备课会的代表座谈

交流，聆听了青年宣讲员试讲，并进行

点评。

　　新华社南昌11月29日电 记者郭强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

讲团29日在江西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新

华社总编辑傅华作宣讲报告，江西省主、分

会场1.8万余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傅华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

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重大意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

使命和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

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以及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六个方面，对全会精

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其中重点从

锻造领航复兴领导力、重构经济发展新格

局、再造中国之治新优势、挺起新时代精神

脊梁、引领命运与共新纪元、开启伟大复兴

新篇章等方面，系统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释“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29日下午，傅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与红色宣讲员、社区干部群众等

交流互动，到南昌大学与大学生座谈宣

讲 ，就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进行解答

阐释。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浙赣宣讲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王  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走在海南省万宁

市主要街道上，总能看到巡逻的警车和闪烁

的警灯，还有随处可见的“警保联控”岗亭和

执勤民警，让人很有安全感。

　　今年以来，万宁市公安局实现破案打击

数、行政服务质量效率、队伍素质、人民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四提升”，全市集体上访、

刑事案件发案、现有吸毒人员“三下降”。

　　“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执法战斗力和公

信力，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是基层公安机

关创新实践的重大课题。”近日，万宁市委常

委、市公安局局长梁一强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万宁公安机关围绕海南自贸港

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打开路保

平安，以防为先护稳定，服务群众树形象，

“打防管控服”不断提档升级，着力构筑基层

社会治理的“平安前哨”。

严打犯罪保平安

　　“我来自首。”11月15日，因殴打妻子并暴

力袭警，万宁市大茂镇群乐村委杨宅村杨某

雷潜逃一个月后，迫于追捕压力，来到大茂

派出所主动投案。

　　近年来，万宁市公安局坚持以打开路，

社会治安持续平稳。尤其是去年来，以“大部

门、大警种”改革为契机，成立侦查分局

（筹）、预防犯罪中心（筹）、反诈大队（筹），有

效统筹整合警力资源，打破警种信息壁垒，

统筹开展破案打击、预防犯罪、反诈等工作。

　　据统计，2020年7月侦查分局（筹）成立以

来，依托合成作战平台，侦破刑事案件328

起，打掉犯罪团伙2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2

名，促进全局破案打击效能提升。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聚焦“盗抢骗”等

多发性突出刑事犯罪，持续展开凌厉攻势，

今年1月至10月，共侦破“两抢”案两起，破案

率100%，侦破盗窃案121起。抓获电诈、“两

卡”违法犯罪嫌疑人594名。此外，组织全警

践行“破小案件、护大民生”理念，力争多破

案，侦破刑事案件457起，破案率同比上升

11.6%。

　　同时，坚持“命案必破”，对现行命案实

行主要领导部署抓侦办、分管领导具体抓侦

办、组织专案组专案专办，今年1月至10月，

现行命案发案两起、侦破两起。

　　“面对扫黑除恶被动局面，万宁公安迎

难而上，重组扫黑除恶领导小组，重调扫黑

除恶优势警力，重定扫黑除恶斗争策略，高

站位推进、强力度推动。”梁一强说，截至目

前，全市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9个，侦破刑

事案件21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8名，查封冻

结扣押涉案资产3亿余元，摘掉扫黑除恶重

点关注地区的帽子。

以防为先护稳定

　　11月10日，万宁市公安局在万城镇中学举

办“提升青少年品格，共创文明城市”暨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普法进校园公益讲座，提高未成年

人学法守法水平，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万宁市公安局始终坚持“打防结合、以

防为先”理念，分别在点线联防上、网格布防

上、要素预防上下功夫，为全市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记者采访时看到，在全市主要路段，万

宁市公安局建成并投入使用37个“警保联

控”岗亭，组织警力及联防队员上岗值勤，巡

警防暴警、交警、派出所等警种路管员依托

岗亭，严密周边路段动态巡逻，在主要街道

做到白天见警车、晚上见警灯，点线相结，以

点控线。建立“3+29”分片联勤联防机制，将

全市划分为3个片区，全市29个派出所分片

联防，实行夜查“点卡+线巡”勤务。建立健全

“1+2+N”和“一村一警务助理”机制，组建200

多人的村社警务助理队伍，实行网格化管

控，延伸防控触角，减少了防控死角。

　　“我们还对重点人、重点地、重点物、重

点组织等治安基础要素排查登记，实施线上

动态管控，线下落地控制。”梁一强说，万宁

市推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登记备案制度，

推广安装智慧预警防盗系统，推进“智慧安

防小区”建设，建设使用反诈预警劝阻系统，

大力压减案件发生。

　　万宁市公安局强化打防管宣多项交通

管理措施，扎实开展酒驾醉驾等道路交通整

治行动。其中，强化交通源头治理和交通安

全宣传，重点车辆和重点驾驶人源头管控工

作在全省现场会上推广。

服务群众树形象

　　“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我的钱就追

不回来了……”11月16日，来自山西的吕女士

到万宁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紧握民警的手

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万宁市公安局坚持将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党史学习教育与“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抓手，树立执法为民、

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据了解，万宁市公安局积极推进公安

“放管服”改革，提升服务效率。建成政务服

务公安分中心，实现户政、出入境、“车管驾”

业务“一门通办”。推动多项公安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审批、不见面审批，实现“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万宁市公安局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提升

维护治安服务群众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成

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开展“全警

实战大练兵”活动，举办多期信息化应用、

“路长制”工作等业务培训班。全面从严治

警，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排查整治一批

顽瘴痼疾，建立健全一批管理制度，堵塞一

批管理漏洞，推进“零违纪警队”创建活动。

　　2021年，万宁市公安局9个集体被省市评

为先进集体，10人被评为“全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先进工作者”，1人被评为“海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1人被省公安厅评为“成绩突

出先进个人”。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省委和省公

安厅部署要求，持续在疫情防控、维护稳定、

服务群众等工作中担当尽责，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向党的二十大献

礼。”梁一强说。

构筑基层社会治理“平安前哨”
万宁公安推进“打防管控服”提档升级

警务创新看基层

　　本报讯 记者马维博 近日，河南涉外

法治人才创新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河南省律师协

会会长徐步林与郑州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苗连营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将

合力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创新实践基地。

　　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律师行

业党委书记侯学功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

这次郑大法学院与省律协开展深度合作，利

用双方优势和资源，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实践创新基地，着力培养高层次涉外法治人

才，对于河南省的涉外商事务发展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活动现场，苗连营为省律协推荐的10名长

期从事涉外法律事务的执业律师颁发聘书，聘

请他们为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务导师。

河南省律协与郑州大学法学院
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

　　本报讯 记者郭文青 见习记者李沐

通讯员冯艳娥 为提高群众法律意识，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

花家地南里社区（以下简称花南社区）常态

化开展普法宣传。花南社区每季度开展至

少一次普法大讲堂培训课程，邀请民警、司

法所工作人员、律师等为社区居民讲解民

法典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现场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

  花南社区与朝阳区人民法院望京法庭

联合开展“无诉讼花南”创建，开展诉源治

理、诉调对接、司法确认、普法宣传等工作，

以“党建+法治+文化”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无

诉讼社区。花家地南里社区党委书记吴长

清说，社区将引进更多法治力量到基层一

线，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

口把控，提高居民法律意识，从源头上减少

诉讼增量。

北京花家地南里创建无诉讼社区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宋光明 王秀祥

　　

　　“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这是宋伟常哼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片尾歌，外表憨厚、稍有些木讷的宋伟，现

任山东省邹城市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

　　宋伟1975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孟子故

里人。因崇拜英雄而当兵，荣立过三等功。

退役后，宋伟开始创业，成为小有名气的建

筑公司经理。

　　谈起多年前回乡的缘由，宋伟说，当时

村里党员、群众找到他，希望他能回村任

职。面对穷、散、乱的村子，他没有犹豫，毅

然回村。2004年年底，宋伟出任后八里沟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至今，村里人犹记得他上任之初三

板斧。

　　第一板斧砍自己：放弃自己城里舒适

的楼房，搬回破旧的老村子。每天早上6点

起床，既当吹号员又当保洁员，晚上既是保

安又是矛盾调解员。撤掉了大哥村会计的

职务，拔掉了三嫂在自家麦田里违规栽种

的300多棵树。

　　第二板斧砍向村干部：自己拿着米尺

测量村干部耕地，不允许多占集体土地。禁

止村干部参与牌局，不允许到村民家里吃

饭饮酒。

　　第三板斧砍向村里不正之风：对打

牌赌博的、喝酒骂街的、不孝敬老人的，

走访、谈心、劝解。他喊出“一家人、一条

心、一个目标、一起拼”的口号。正是有了

团结、拼搏、敢干的一股正气，后八里沟

村的发展一天一个样，目前已形成房产开

发、物流、教育、机器人开发等8大产业，从

负债20万元到拥有集体资产50亿元，成为

远 近 闻 名 的 全 国 文 明 村、中 华 孝 善 模

范村。

　　2012年，后八里沟村抓住机遇大发展，

成立鑫琦实业集团。当时要筹资1000万元，

宋伟便拿出存款300万元引导大家入股。在

大家努力下，集团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2017年实行股权改革，集团拿出12亿元

为全体村民和员工配发股份，平均每户村

民分得股值400万至500万元。宋伟本人按入

股时30%的比例分到4亿元红利，大家都劝

他拿回这笔应得的巨款。宋伟却毅然拒绝，

只拿回了当初入股的300万元，剩余分红全

部捐给集体和村民。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退役军人，回村

任职的初心，就是摘掉后八里沟村的贫困

帽子，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不为钱来、不

为利来。”宋伟说。

　　后八里沟村是有名的孝善村，在扶贫

济困上他们从不缺席。村里先后出资1000万

元成立山东省首家精准扶贫救助基金；出

资60万元倡导成立邹城市扶贫基金；2017

年，为山东省老龄事业促进基金会捐款400

万元；2020年，捐款500万元助力疫情防控阻

击战。

　　“昔日贫困落后的后八里沟村，如今成

为富裕村，是宋伟带领党员干部群众拼命

干出来的。”这是大家给他的评价。

“兵书记”的英雄气
记邹城市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宋伟

退役军人风采录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通讯员温文静

宗军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政法系统为了

让群众享受个性化、定制化、常态化的政法

服务，精准打造“网格点单、政法服务”品

牌。“在接到居民的法律服务诉求后，通过

‘网格通’App一键‘分单’，通过后台直接

传到政法干警手中的‘铸魂强警’App，‘三

官一律’人员会很快赶来开展有针对性的

服务。”铜沛街道沈苑社区网格员张乐介绍

说。线上，利用徐州鼓楼政法、智慧鼓楼微

信公众号以及居民微信服务群等开通诉求

反馈直通车。线下，依托68个社区、5个村

及200余个网格驿站开展一站式“点单”。

政法单位借助“铸魂强警”App，对政法干

警入网进格情况实施全方位全流程监测

评估，自动生成“三官一律”电子台账，提

高工作效率。

徐州鼓楼打造“网格点单政法服务”品牌

　　本报讯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王晶

为给群众提供优质的禁毒公共文化服务，

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禁毒大队充

分借助吾悦广场地理位置优越、人流量大

等优势，积极牵头将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常

态化引入商业综合体。在广场综合服务台

设置禁毒宣传点位，摆放禁毒宣传资料；利

用广场大屏幕常态化播放禁毒公益宣传

片，面向全市人民开展禁毒宣传；成立禁毒

宣传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禁毒宣传，向

顾客发放禁毒宣传材料。

泰安泰山区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 记者阮占江 帅标 通讯员

钟晖 为推进校园禁毒工作，湖南省新邵

县创新性开展毒品预防教育“九个一”工

作——— 上一堂禁毒课、开一次禁毒主题班

会、举办一次禁毒知识讲座、参观一次禁毒

展览、观看一部禁毒影片、组织一次禁毒演

讲比赛、举办一次禁毒知识竞赛、开展一次

校园禁毒签名活动、读一本禁毒教育读本，

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学校与学生德育考

核、教师培训、学生法治教育课程体系中。

新邵“九个一”教育推进校园禁毒

拥抱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本报讯 记者侯建斌 见习记者刘欣

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近日，北京冬奥

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事务部与北京市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

录》，在查处涉奥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工作

衔接、强化协作会商联络、开展宣传培训激

励四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

　　据介绍，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70天之

际签署备忘录，旨在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优势，依托各方力量紧密协作，全力

做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秩

序保障工作，彰显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团

结协作、奉献冬奥”的责任担当。

　　前期，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

事务部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已

经就涉奥市场监管工作展开合作，积极排

查梳理侵权线索，依法查处侵犯奥林匹克

标志专有权的违法行为。此外，北京市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总队通过“市监方正”官方公

众号，采用生动的图画语言和典型案例就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开展普法宣传，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今后，各方将围绕备忘录所达成的共

识，加强沟通协作，优化协作衔接机制，完

善信息共享渠道，提高案源线索移交和案

件查办效率，强化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

宣传，为进一步做好涉奥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举办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签署执法合作备忘录

  为增强市民文明交通意识，浙江省桐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重

点整治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随意横穿马路，机动车不礼让

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图为交警对摩托车驾驶员进行劝导。 本报通讯员 杨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