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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扫黑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知识问答（五）
“保护伞”指哪些公职人员？
答：1.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机关、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
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各级组织
和各级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
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2.法律、法规
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
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4.公办的教育、
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5.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6.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
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为谋取不法利益
煽动闹事等行为的法律后果？

答：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或
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
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
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
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的“恐吓”、《刑法》第二百二十六规定
的“威胁”，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条
件的应分别以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
罪定罪处罚。

什么是强迫交易罪？
答：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

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
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
重的行为。

什么是故意伤害罪？
答：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地非法

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伤害的结
果，可能是轻伤或重伤，也可能是致人
死亡。

什么是非法拘禁罪？
答：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

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的犯罪行为。

什么是敲诈勒索罪？
答：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
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近年来，赴海外旅游、学习、探
亲、工作的市民越来越多，掌握一定
的领事保护知识必不可少。以下小
知识供大家参考。

如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
及您的人身安全，可以根据情况，敦
促所在国主管部门及时妥善处置，联
系、协调有关组织或机构提供救助。

如 您 在 外 国 服 刑 或 被 拘 留 、逮
捕，可以应您的要求或经您的同意进
行领事探视。

如您遭遇意外事故无法与国内
亲属联络，可以协助将情况通知您国
内亲属。

如您因财物失窃等原因遭受临
时性经济困难，可以协助您与国内亲
友联系，并为您接收亲友汇款等事宜
提供建议。

您在所在国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
涉及刑事案件或突发疾病，可以应您的

要求，提供当地法律服务机构、翻译机
构和医疗机构等名单、联系方式，相关
名单仅供参考，驻外使领馆不对名单中
机构或人员的资质水平、专业能力、个
人品德进行认可或确认，也不对个案处
理结果承担责任。

您需要寻找在国外失踪的近亲
属，可以向您提供有关寻找渠道和方
式的信息。

可以根据中国法律法规，为遗失
或未持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
签发相关旅行证件。

如您涉入有关法律诉讼，可以在
必要时旁听庭审。

不可以介入您与他人的劳务、商
业、经济、合同和家庭纠纷。

不可以参与调查各类刑事或治
安案件，不可以代您向警方报案。不
可以代您寻找、取回或保管您遗失的
或失而复得的个人物品。

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程序或
执法行为。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
或服刑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好的待遇。

不可以代您处理航班延误、取消
及机票改签、酒店订房纠纷、旅游购
物纠纷等消费者与商家或服务提供
商产生纠纷的事件。不可以代您向
商家或服务提供者提出索赔、退款、
退货或其他相关诉求。上述纠纷请
您通过双方协商或循法律途径解决。

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
居留证、工作许可证等证件。

不可以为您提供导游、翻译等服
务，或为您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
疗及旅行（机、车票、船）费用或任何
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不可以为您申办各类证件、购买
商品、租赁物品、处理个人事务以及
解决纠纷等提供担保。

不可以为您谋取不合法利益或
袒护您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可以干预
当地执法或司法部门正常执法。

出国后，领事官员能为您做什么？

为进一步加强三星镇农村基层组
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储备村居“两委”
班子优秀后备人才，经三星镇党委研
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一批后备
力量。具体要求详见下文：

一、基本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为人正派，处事
公道。

2.对崇明农村比较熟悉，有一定
的组织协调和沟通应变能力，分析处
理问题有思路、有办法，有带头致富、
带领群众致富的意识和能力。

3.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甘于奉
献的精神，乐于、善于做群众工作，邻
里关系和睦、支持村居“两委”工作。

4.具有所报考村居的户籍。
5.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全日

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优先录用；身体
健康，热爱农村工作，具有一定的组织
协调、文字写作能力；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以下（即 1979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
出生），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
要求。

6.鼓励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三
支一扶”大学生、退伍军人、高校毕业
生、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从业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种

养能手等青年人才报考，同等条件下
中共党员、退伍军人优先。

二、岗位需求
共招录 12 名，具体为：邻江村 1

名，性别不限，政治面貌不限；沈镇村
1 名，性别不限，中共党员优先；南桥
村 1 名，性别不限，中共党员优先；新
安村 1 名，性别不限，政治面貌不限；
海安村 1 名，女性优先，政治面貌不
限；协进村 1 名，性别不限，中共党员
优先；大平村 1 名，性别不限，政治面
貌不限；海中村 1 名，性别不限，政治
面貌不限；海滨村 1 名，性别不限，政
治面貌不限；镇统筹 3 名，性别不限，
政治面貌不限，不限户籍。

三、招录程序
采取“自愿报名、考试选拔、组织

考察、党委审定、公示录用”等程序进
行，最终进入后备库。

四、报名方法
1.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
2.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00-4：00）。

3.报名地点：三星镇党群办（三星
镇宏海公路 4291号三星镇人民政府 2
号楼 401室；联系电话：59601221）。

4.报名要求：报名者须携带报名
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书等

原件、复印件及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
片 1 张，且当场上交纸质和电子版报
名表，报名表请至崇明区人民政府官
方网站/公众服务/最新招聘下载，网
站地址：www.shcm.gov.cn，报名时工
作人员当场告知初审结果。

五、考试方法
初审合格者将参加招录考试。考

试由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组成，笔试成
绩占总分的 40%，笔试成绩低于合格
分数线者不得进入面试，面试成绩占
总分的 60%。笔试主要测试行政职业
能力和写作，面试主要测试逻辑思维
和沟通协调能力。面试人员根据考生
所报考岗位人数的笔试分数从高到低
按照 1：3 比例确定。笔试及面试的时
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录用程序
1.组织考察。镇党委组织部门

综合笔试、面试成绩，研究确定村居
后备干部初步考察人选，并进行综合
考察。

2.党委审定。镇党委综合考察情
况，对后备干部初步人选进行集体研
究和讨论，确定村居后备干部的预备
人选。

3.公示。对村居后备干部预备人
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7天，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4.录用。公示无异议者，纳入村
居后备干部库。根据村居的实际工作
需要，通过一定方式由镇党委统一安
排上岗。

七、管理和待遇
1.村居后备库人员一经上岗，实

行聘用制，聘用合同逐年签订，设 3个
月试用期。合同期以签订日期为准，
具体办法按有关劳动法规执行。

2.上岗的村居后备干部每月工资
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并参照现任村干
部享受社保待遇。

3.镇党委每年年终对上岗村居后
备干部的工作能力、履职情况和现实
表现进行考核，考核分为“好、较好、一
般”。连续两年考核结果为“一般”的，
不再续签下一年度的聘用合同。

4.年终按照考核等次分别给予
“好、较好、一般”人员每人 10000 元/
年、8000 元/年、6000 元/年的考核奖
金。

八、咨询
如对《招录简章》有关信息存在疑

问，请报考人员直接与本单位联系。
咨询电话：59601221
三星镇党群办拥有本次招录活动

的解释权。

三星镇 2019年村居后备干部招录简章

□ 海外领事保护与旅游安全指南

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上接 1版）生前一回孝，胜过灵
前百声嚎。在如今的崇明，丧事简办、
厚养薄葬的理念已渐入人心。在葬礼
上普遍存在的现场吹奏、焚烧冥屋（扎
库）、念经做道场等封建迷信活动已成
过去。崇明各村（居）还纷纷成立红白
理事会，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引导群众移风易俗，主动热情地为
婚丧事主做好服务。

能在短短 2 年时间里一改留存数
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旧习、陋习，得益于
崇明各级党员干部勇于创新、率先垂
范，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打破习
以为常的思维定式，结合实际去创新
性地闯与试。

横沙乡第二老龄支部书记陆亚
珍的母亲，是推行移风易俗后，该乡
民东村第一位过世的老人。作为村
红白理事会成员，陆亚珍顶住压力，
做通兄弟姐妹的思想工作，积极执行
乡里提出的“全面禁止吹鼓乐、全面
禁止焚烧冥屋、全面禁止沿途撒黄
纸；全面提倡不‘搁三朝’、全面提倡
不搭棚用餐、全面提倡节俭办丧”的
要求，提前将逝者遗体送往殡仪馆，

谢绝一切人情，为民东村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开了个好头、作了表率。据
悉，目前横沙乡已做到“遗体在家停
留 不 超 过 24 小 时 ”的 办 丧 户 达 到
97.2%，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城桥镇倡导用餐节俭，控制置办
桌数，不攀比，不跟风，烟酒从俭；不烧

“慰亲羹饭”，不向亲戚朋友发送长寿
碗、香烟、毛巾等。同时，提倡不搞人
情债，不搞长辈“还扎”，减轻人情负
担。丧家如能自觉遵守，将能获得相
关免费殡葬服务。

为了加强墓区管理，给群众创造
一个绿色、安全、文明的祭扫环境，崇
明还制订了一份三年行动计划。从
2018 年 到 2020 年 ，全 区 利 用 3 年 时
间，宣传、劝阻、引导群众文明祭扫，实
现墓区内禁止燃烧锡箔、纸钱等迷信
用品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形成移风
易俗新氛围。今年清明，崇明 5 家经
营性公墓已全面推行绿色无烟祭扫。

在老一辈人的观念中，办喜事是一

件大事，结婚生子都要讲究排场，亲朋
好友一个不能落下。更有甚者，在一些
农村地区，大家以来宾的多少衡量主人
家是否人缘好。而宾客们也不能空手
而来，一份不能太薄的“人情”不可避
免。如此折腾之后，喜事也变了“味”。

如今，在崇明不仅是丧事简办，喜
事新办也刮起了文明之风。

今年 5月 28日，一场以“花开中国
梦天长 海棠婚礼爱地久”为主题的崇
明区 2019 年集体婚礼在三星镇海棠
苑举行。集体婚礼颁证仪式以汉式婚
礼大典开场，通过施巾结帨、奠雁迎
新、新人入礼、婚书立信等仪程展示了
传统婚姻文化。新人们通过参加集体
婚礼，为自己的爱情留下独特而浪漫
的记忆，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助推婚俗
改革、弘扬文明新风。

这样的集体婚礼最近几年在崇明
越办越多。不论是区一级层面，或是
乡镇层面，都在积极创造机会，通过简
约的集体婚礼形式，推进崇明婚俗改
革，倡导婚事新办的新风尚。

有人通过参与集体婚礼支持移风
易俗，有人则为不搞大操大办作出表率。

“崇明人结婚真客气，一吃就是两
三天。”很多参加过崇明婚礼的岛外人
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样“客气”的
酒席今后会越来越少。横沙乡已在行
动。该乡通过各种宣传途径，以及红
白理事会的介入，目前已做到百姓婚
事操办基本为一天。

在今年 5月 29日由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
意见》。会议指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
俗、建设文明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村
民自治重要作用，创新工作措施和方
法，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遏制陈规
陋习，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先有竖新、新村试点，后有全区全
面铺开。过去两年，崇明在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上已走在全市前列。目前，
全区移风易俗知晓率达到 100%，承诺
书签约率达到 99%，按照移风易俗要
求办理婚事达到率 95.2%以上，办理
丧事达到率 99.5%以上，成效显著，得
到群众的普遍拥护和高度认可。

陋习悄然去 新风拂面来

“喜事新办”成时尚

三星镇党群办
2019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