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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有组织犯罪法亮点解读（一）

为表扬先进、鼓舞士气，公安

部近日对“昆仑 2021”专项行动中

成绩突出的 50 个集体和 100 名个

人予以通报表扬，我市信丰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位列其中。

信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现有

民辅警 32 人，局党委委员钟诚兼

任大队长，张秀东任教导员，下设

办公室和三个中队。治安大队以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主线，紧

扣“抓班子、强队伍、促工作”的党

建工作思想，坚持从严管党治警

各项要求，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充

分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通过强

化责任意识，推进思想教育，夯实

基层基础等举措，使党建工作与

公安中心工作有机融合相互促

进，有效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和业

务工作能力，为护航建设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先行区营造安

定有序的治安环境。

案件攻坚，行动战果丰硕

在“昆仑2021”专项行动中，治

安大队强化线索摸排、大案攻坚，

向违法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取

得了突出成效，共破获案件 4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76 人，追缴违法

所得 3200余万元，先后侦办了“刘

某非法采矿案”“0329非法经营案”

等一大批重大部督案件。公安部

专门发来贺电祝贺“0329非法经营

案”成功破获，称该案是近年来全

国摧毁犯罪链条最完整、影响最

大、成效最明显的一起案件。江西

省公安厅、赣州市公安局和信丰县

公安局党委对该案的破获表示充分肯定。

阵地控制，提升管理水平

一方面强力推进行业场所清查整治。强化旅馆业、快

递物流业、大型商城、二手市场等行业场所清查整治，加大

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做到“劲头不松、力度不

减”，促进行业场所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强化重点单位要

害部位安全排查。不定期开展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整改活

动，重点加强水电煤气、公共交通、中小学校幼儿园、银行商

超营业场所等重点单位、要害部位的安全检查，全面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另外，强化大型活动安全监管。组织各派出

所深入辖区开展摸排工作，掌握辖区大型活动的举办情况

和底数，做到心中有数，落实人员管控，确保现场有序。

2018年至 2021年，信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连续四年在

赣州市治安部门绩效考评中取得第一的好成绩。2018 年

至 2021年，连续四年荣获信丰县公安局“绩效考评先进单

位”称号。2019 年 10 月，荣获江西省公安厅集体嘉奖。

2019年 10月、2021年 7月治安大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县“先

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治安大队 6人次荣获市级以上表

彰，18人次荣获县级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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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招娣）近日，章贡区市监局水南分局组织

开展了 2022年度长江刀鲚非法捕捞销售专项执法行动，未

发现非法捕捞的野生长江刀鲚等水产品进入赣州市场。

近日，章贡区市监局水南分局结合食品经营日常监

管工作，采用“政策法规宣传+监督检查+指导服务”的理

念，进一步加大了对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单位、水产品专

营店等，特别是以刀鱼卖点的餐饮单位的宣传监督力度，

督促指导经营者严格落实水产品进货查验要求，严禁采

购、经营无合法来源的水产品，同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按要求积极配合执法稽查及其

他相关部门依职责做好长江刀鲚非法捕捞销售专项执法

行动相关工作。

此次行动，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40人次，出动执

法车辆 12 辆次，检查农贸市场 4 家、餐饮单位 21 户、大型

商超 3家，暂未发现非法捕捞的长江刀鲚等水产品进入赣

州市场，也未接到相关投诉举报。

长江刀鲚，也叫长江刀鱼，近年来，由于非法捕捞，长

江刀鲚数量急剧下降。为保护长江刀鲚鱼种，国家从

2021年起对长江刀鲚实施了“十年禁捕”令。

本报讯（记者刘青 通讯员谢
文霞）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实施，瑞金

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象湖镇

绵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扫黑除恶宣传活动，通过实际行

动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沿着法治

轨道走深走实。

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通过向

群众发放《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

单，现场解读新法亮点、提供咨询

等方式，全面宣传《反有组织犯罪

法》及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提高了群众对《反有组

织犯罪法》的认识，鼓励群众积

极检举揭发有组织违法犯罪及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凝聚反

有组织犯罪强大合力，取得了良

好普法效果。

反有组织犯罪法实施首日

瑞金“扫黑除恶”宣传正当时

尽心尽力当爹多年，离婚

后突然发现，孩子并非自己亲

生。这种看似电视剧里才会出

现的剧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存在。

2011 年 4 月，于都人方某与

小美登记结婚。2018 年 10 月,女
儿花花出生。2020 年 10 月,双方

因感情破裂经法院判决离婚，花

花由小美抚养。离婚后，方某为

给女儿提供更安稳的生活环境，

便将其带到身边，并尽自己能力

满足女儿的需求。

直到一日，前妻突然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要带走花花。

方某不肯，前妻气恼之下将“花

花不是他亲生女儿”的真相说

漏了嘴。随后，方某找了一家

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 , 证明

了前妻所说的是真的。方某倍

受打击，一怒之下将前妻告上公

堂，要求返还抚养费并赔偿其精

神损失。

近日，于都县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小美违反夫妻之间的互相忠实

义务，与他人非婚生育子女，使

方某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抚养

义务。方某对小美之女并无法

定抚养义务，故方某为花花支

付的抚养费 , 被告应当予以返

还。同时，被告的行为侵害了

原告作为丈夫的人格权益 , 给
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 , 依
法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结

合侵权人过错程度 , 法院酌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 3 万元。综

上，法院判决被告小美支付原

告方某抚养费、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 68270.83 元。

章贡区市监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野生长江刀鲚未现市场

离婚后发现女儿非亲生
告前妻获赔精神抚慰金

□记者曾艳华 通讯员刘荣霞 张云

近日，上犹县梅水乡洋田村一起长达 26 年、涉及 30 余户农户、直接经济损失

17 万多元的村民经济纠纷积案，经上犹县司法局梅水司法所联合乡综治中心、派

出所、梅水乡洋田村委会的真情调解，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图为农户代表黄锦煌

拿着发放的收缴款，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胡益彪 摄

瑞金市象湖镇青年志愿者向市民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

记者刘青 通讯员谢文霞 摄

PUFA ZAIXIAN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

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

犯罪法》，该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制定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总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验，加强制度

建设，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机

制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举

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

主任王爱立指出，反有组织犯罪法

的出台，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

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反有组织犯罪法共 9 章 77 条，

包括总则、预防和治理、案件办

理、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国家工

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国

际合作等。

亮点一:
依法从严惩治黑恶犯罪
反有组织犯罪法明确了有组织

犯罪、恶势力组织的概念，对恶势力

组织可以适用法律规定的惩治和防

范措施，并明确了利用网络实施有

组织犯罪、“软暴力”行为的定性。

依法从严惩治黑恶犯罪是该法

的一大亮点。在案件办理方面，反

有组织犯罪法明确对于有组织犯罪

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应当

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等

的适用条件，充分适用剥夺政治权

利、没收财产、罚金等刑罚;规定公

安机关在线索核查阶段，对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件的涉案财产可以依法

采取紧急止付、临时冻结、临时扣押

的紧急措施;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异地羁

押、分别羁押或者单独羁押等措施;

对特定有组织犯罪罪犯异地执行刑

罚、严格减刑假释。

对于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反

有组织犯罪法规定，办案机关可以

全面调查涉嫌有组织犯罪的组织

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被告人实施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

事实已经查清，有证据证明其在犯

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

及其孳息、收益，并且被告人不能

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

以追缴、没收。

为预防再犯罪，法律规定了因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判处

刑罚人员刑满释放后的个人财产及

日常活动报告制度以及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对有关人员开办企业等加强

监管。

亮点二: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坚持把扫

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

伞”，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为总结实践经验，保障“打伞破

网”，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五章对国

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

作出规定，将查办国家工作人员涉

有组织犯罪明确为反有组织犯罪

工作重点。

具体内容包括:明确了国家工作

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

的具体类型，明确对于这些行为应

当全面调查，依法作出处理;国家工

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

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对监察机

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建

立线索办理沟通机制作了规定;对依

法查办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国家工作

人员不得有的行为作出规定，明确

底线禁区。

（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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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办

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89
号锦绣新天地22号楼 101 室（产权证号

为赣房权证字第 S00342630 号，建筑面积

为 471.25平方米，为联排别墅，其中地下 1
层，地面 3层，现为毛坯状态）。

处置法院：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

卖平台：淘宝网；起拍价：500.55 万元，保

证金：80 万元，每次增价幅度：2 万元。咨

询电话：18970148925（陈）。

2.赣州欧唯科技有限公司库存积压
物资等资产【含可通用部分和不可通用部

分，其中库存积压物资（可通用部分）共计

63 项，主要为摄像头、耳机、充电器、数据

线等，该批资产主要为 2017 年购置，物资

状态为全新未使用。库存积压物资（不可

通用部分）共计 562 项，主要为手机电子

料、辅料、整机、纸箱等，该批资产主要为

2017年和 2018年购置，部分物资为全新未

使用，部分物资为不良品。拍卖标的目前

存放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州综合保税

区岗边大道 4号标准厂房中的生产厂房一

楼至三楼内及办公楼一楼大厅。库存积压

物资具体类别及数量请致电咨询】。

处置法院：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拍卖平台：淘宝网；起拍价：462 万

元，保证金：47 万元，每次增价幅度：1 万

元。咨询电话：18170712244（余）。

3.赣 B89L88 号小型轿车（车辆品

牌：梅赛德斯-奔驰，该车现扣押在石城县

人民法院。车辆型号：WDDUG6CB，登记

日期：2015 年 1 月 22 日,车辆出厂日期：

2014年 8月 1日,强制报废期止：2099年 12
月 31 日，检验有效期止：2023 年 1 月 31
日，保险终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发动机号：27682430112627，车辆识别代

号 ：WDDUG6CB2FA113812，行 驶 里 程 ：

124146 公里）。

处置法院：石城县人民法院；拍卖平

台：淘宝网；起拍价：42 万元，保证金：3 万

元，每次增价幅度：0.2 万元。咨询电话：

15727770219（黄）。

4.江西兴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113448股及孳息、配股等收益
【股权登记号：1100197828；股权总数：

113448 股。含公告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

公司发放的股金红利（该公司尚未公布

2021 年度股金红利分配方案），根据兴国

农商银行出具的证明，股金最近一次公

开发行的价格为 2.1 元/股。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征信报告无

异常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

竞买】。

处置法院：兴国县人民法院；拍卖平

台：淘宝网；起拍价：17 万元，保证金：3 万

元，每次增价幅度：0.1 万元。咨询电话：

15770722556（钟）。

5.上犹县东山镇文锋南路9号幸福
城堡6栋1单元1002房一套【不动产权证

号：赣（2020）上犹县不动产权第 0019090
号）。规划用途：住宅，住宅面积 89.35 平

方米，登记时间为 2020 年，拍卖对象位于

第 10 层，房屋朝向为坐北朝南，平面布局

为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平面布局较合理。

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小区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所在区域商住氛围较好】。

处置法院：上犹县人民法院；拍卖平

台：淘宝网；起拍价：51.108 万元，保证金：

5 万元，每次增价幅度：0.25 万元。咨询电

话：18770719408（邝）。

6.于都县岭背镇禾溪埠沿江大道
东侧的土地【产权证号：赣（2016）于都

县不动产权第 0000607 号，权利性质：出

让，用途：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

地，登记面积：2000.10 平方米（实际面积

以测绘为准），登记时间：2016 年 4 月 22
日，使用期限：城镇住宅用地：至 2086 年

2 月 26 日止；批发零售用地：至 2056 年 2
月 26 日止】。

处置法院：于都县人民法院；拍卖平

台：淘宝网；起拍价：425.22 万元，保证金：

42 万元，每次增价幅度：2 万元。咨询电

话：15083732715（丁）。

详情请登录淘宝网查询。
（俞翔 整理）

近期部分网络司法拍卖标的物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