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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通知》和省委、市委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部署，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打击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性，推动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现公告如下:

一、依法重点打击以下十种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
罪活动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
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控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
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
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
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
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
采的黑恶势力；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机场、码头、旅
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

势力；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

势力；
（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

恶势力。
二、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

动线索，对于举报线索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严格保密，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予以奖励；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或者
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
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三、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拨打110（24小时）或0756-2227110

（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电子邮箱：zhshceb@163.com
举报信箱地址：珠海市香洲区510号邮政信箱。

珠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4月2日

珠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举报公告
通 告

因地下车行通道建设施工需要，现决定
于 2018 年 4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全封闭兴盛
二路（富国道路口至富邦道路口段），车辆可
绕行兴盛三路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
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4月3日

红旗镇广安路段商业综
合楼一栋共七层，面积
4319.25 平方米，联系
人：蔡生 13926999389

出
售

本报讯（记者张帆）3 日
上午，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斗
门区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
市民纷纷来到斗门区革命烈
士纪念碑、白藤堵海烈士纪
念碑，开展扫墓活动，敬献花
圈，缅怀革命先烈。

3日上午，在斗门区革命
烈士纪念碑，斗门区委组织
部、宣传部、机关工委等区直
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在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高唱国歌，列队
参观革命烈士纪念碑，肃立默
哀、向革命烈士们敬献花圈，
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
烈，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意和
无尽的哀思。大家表示，缅怀
革命烈士就是要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发扬和继承革命优良
传统，为斗门的各项事业做出
应有的贡献。

当天，斗门区的企业、学
校、幼儿园等纷纷到斗门区
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展扫墓，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
邀 请 斗 门 区 博 物 馆 的 负 责
人，讲述斗门的革命斗争史

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勉
励大家要珍惜幸福生活，肩
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为祖国
发展、为建设美丽斗门贡献
力量。

在 白 藤 堵 海 烈 士 纪 念

碑，白藤街道团工委联合群
兴社区青春护航站，组织各
社区团支部团员以及白藤湖
中学学生近 100 人，开展以

“祭奠英烈·圆梦中华”为主
题的清明祭英烈活动。活动

中，近百余人的队伍携带清
扫工具，将纪念碑周围打扫
得干干净净。随后，一行人
面向纪念碑默哀、敬献鲜花，
聆听护航站社工讲述清明节
的来历和意义。

斗门区社会各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爱国情怀

群众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清
明将至，为悼念革命先烈，缅
怀先烈的丰功伟绩，4 月 3 日
上午，前山街道辖内春晖、造
贝、福石等社区相继开展了

“缅怀先烈，清明祭扫”活动。
当天一早，春晖社区党

委与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凤
凰小学师生及家长约 400人，
前往凤凰山革命烈士陵园祭
拜先烈。在祭扫活动中，大家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聆听老
兵讲述抛头颅洒热血的亲身

经历，了解烈士事迹，同时向烈
士献上鲜花，以最崇高的敬意祭
奠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造贝社区居委会组织了造
贝学校师生近 400 人前往造贝
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祭奠烈士英
灵爱国主义活动。学生们为先
烈献上自己亲手做的花束，表达
了对革命烈士无限的哀思和崇
敬。整个缅怀先烈活动庄严、肃
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一
次精神与心灵的洗礼。

同时，福石社区团组织联
合壮志学校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清明”缅怀先烈——传承红
色基因主题活动。学校老师向
学子介绍烈士事迹，带领同学
们向革命烈士默哀献花，以表
示对先烈的感恩和敬仰。

三社区开展“缅怀先烈，清明祭扫”活动

向革命烈士献鲜花寄托哀思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4

月 2日，吉大竹苑社区组织
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团队开
展以“感怀先烈 遥寄英灵”
为主题的清明祭祀活动，来
自恩溢学校的 40余名学生
志愿者参加了活动。

当天，蓝海社工组织
学生来到珠海烈士陵园，
首先由学生志愿者代表向
烈士敬献花圈，随后全体
肃立，向革命烈士默哀三
分钟。现场庄严凝重的气
氛、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
碑以及肃穆的仪式，让在
场的同学对革命先烈产生
崇敬之情。随后，由团员
代表致悼词，缅怀革命烈
士的光辉事迹，并进行集

体宣誓：“我们要在实践中
学习真知，锻炼意志，培养
品德，全面发展，成为继往
开 来 、大 有 作 为 的 新 一
代！”最后，学生志愿者们
参观了革命史料陈列馆，
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先烈
们的英雄事迹。

“参加本次活动的主
要是我们社区青少年志愿
者团队的成员，希望通过
纪念先烈、了解中国革命
发展的历史，让他们意识
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进一步增强学生志愿
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
而为今后的爱心公益团队
建设打好基础。”竹苑社区
有关负责人表示。

吉大竹苑社区举办清明祭祀活动

40余名学生志愿者深受教育

本报讯（记者陈颖）4 月 3 日，珠
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100 余名学生
代表到淇澳村苏兆征同志出生的地
方，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学校希望
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师生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铭记历史，甘于
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青山有幸埋忠魂，遗迹犹在励
后人。烈日当空，绿叶新萌，苏兆征
同志铜像熠熠生辉。学校老师向同
学们介绍了苏兆征波澜壮阔的生
平，鼓励同学们要学习英烈的崇高
革命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师生们集体默哀三分
钟，随后举起右拳，面对苏兆征铜像
庄严宣誓：发扬革命传统，继承英雄
业绩。全体师生手持盛开的菊花，
敬献在英烈铜像前，并通过鞠躬或
行队礼表达崇敬之情和缅怀之意。
师生们还沿着白石街步行到苏兆征
故居陈列馆，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
和可触可感的实物，深入领悟革命
先烈留下的精神遗产。

百余学生代表在
淇澳岛祭奠英烈

本报讯（记者莫海晖）清明节即
将来临，3 日下午，拱北街道华平社
区青春护航站带领青少年在党群服
务中心开展“学习传统民俗 寄语缅
怀先烈 朗诵清明诗歌”主题活动，
传承爱国精神、弘扬家风家训和倡
导文明祭扫。

活动中，社工通过 PPT 图文并
茂地向孩子们讲解“清明节”的来
历。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最初是
与农业有关系，慢慢才成为了扫墓祭
祖的节日。接着，社工又围绕如何做
到文明祭祀与孩子们进行讨论，比如
烧纸焚香、燃放鞭炮不仅污染环境，
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采用鲜花祭
奠、网上祭奠等方式祭奠和缅怀先
人，有助弘扬文明祭祀新风尚。

为加深大家对清明习俗的认
识，孩子们分享了自己家乡的清明
习俗，“扫墓、踏青、吃冷食、放纸鸢、
画清明蛋……”孩子们七嘴八舌抢
着发言。随后，孩子们挑选自己喜
欢的清明诗歌，进行朗诵比赛。

华平社区

朗诵清明诗歌
寄语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