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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专家）服务送下乡

专家门诊一览表 （4月13日—4月16日）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遗失声明
淳安千岛湖锦龙绿色保鲜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1277682237891，遗失金税盘1个，号码为44-
66152553936，声明作废。 2019年4月11日

周利民
朱太平
章期生
王建军
姜仙姣
刘玉平
姚红斌
蒋 臻
邵 磊
黄健戈
汪 强
陈春华
邵晓莉
王冬英
徐东燕

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
感染科

肿瘤外科
妇产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骨科
儿科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儿科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姓名 专业 职称 坐诊时间

停 电 预 告（4.15-4.28）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9年4月15日
2019年4月16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4月19日

2019年4月22日

2019年4月23日

2019年4月24日

2019年4月25日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4月27日

7:00-15:00
9:00-14:00
9:00-14:00
8:00-12:00
7:00-9:30
8:00-16:00
9:00-13:00
9:00-14:10
8:00-16:00
8:00-12:00
8:00-16:00

15:00-16:00

8:30-13:30

8:30-12:30

8:00-13:00
8:00-16:00
8:00-16:00
8:00-16:00
8:00-16:00

淳安县左口乡龙源行政村,贵坑自然村、横坑自然村、龙源自然村、塘下自然村
淳安县王阜乡郑中村前平田、方中、郑中机关、王阜乡工办专变、中国移动专变
淳安县王阜乡金紫村甘坪、甘坪制茶厂专变
淳安县安阳乡昌市村,淳安县安阳乡昌墅村村民委员会,杨树坞村
淳安县千岛湖镇大江南酒店
淳安县大墅镇高脚屋村，后川源村
淳安县王阜乡龙雨水电站专变
淳安县屏门乡范村行政村松坑自然村
淳安县王阜乡荷花坪村大坑
淳安县大墅镇大坞村，毛三林
淳安县威坪镇茶合村水枧湾
淳安县千岛湖镇园梦、万成、北站一带（碧桂园3号4号临时专变、北站1号专变、北站路灯专
变、万城1号3号、万城实业专变、圆梦家园1号3号5号）
淳安县汾口镇中家坞（220千伏浪川变施工用电)
淳安县千岛湖镇志康农业专变、红坑坞、汪宅隧道专变、千黄4标茶园山3号隧道6号专变、千
黄4标茶园山3号隧道7号专变、千黄4标茶园山3号隧道8号专变、千黄标段1号施工专变、茂
旺橡塑专变、回安
梓桐镇练溪村云岭新村
淳安县王阜乡王梅英（专变）
淳安县大市镇新兴纺织
淳安县大市镇麟振桥电站，岭干电站
淳安县大市镇陈家电站

黄健戈
汪 强
孙国栋
王新华
王学军
陈旭萍
吴伟权*
汪小生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按需开放
范丽英
王建军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罗晓明*
徐东燕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中医科
中医保健
心内科
骨科

胃肠外科
妇产科

消化内科
感染科

产 科
肿瘤外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主任中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高危孕产妇MDT
肿瘤综合治疗MDT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下午

周日上午
周日上午

姓名 专业 职称 坐诊时间

2019年4月10日 来源：人民网

4月9日，全国扫黑办首次新闻

发布会召开，向社会公开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

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

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意见。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一线办

案人员反映，在恶势力和‘软暴

力’违法犯罪认定，依法打击‘套

路贷’、处置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

产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明确、细

化。”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

黑办主任陈一新表示。

将有无“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特征作为审查判断恶势力
的主要标准

“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全

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4226

件79018人，依法审判涉黑涉恶

案件成为当前专项斗争极为重要

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出现，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

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出了

更高要求。”陈一新介绍。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但对于什么是黑、

什么是恶，不少人没有清晰的概

念，如何进行区分？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恶势力的

具体认定标准，给办案一线提出

更加明确的执法标准。最高法副

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介

绍，该意见强调要将有无“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特征作为审查判断

恶势力的主要标准，同时明确规

定，对于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

百姓”特征，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

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或者因

民间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

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

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在法律意义上，恶势力犯罪

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种不

同的犯罪行为，犯罪性质不同，法

律后果也不同，不能将二者混同。”

姜伟介绍，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专

门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并设置了相应的刑

罚，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独

立的犯罪行为，而恶势力并不是一

个法律概念，也不是独立罪名，而

是一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是量

刑时要考虑的从重情节。

姜伟表示，在司法实践中认

定黑恶势力犯罪要防止两种倾

向，既不能将恶势力犯罪“拔高”

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

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

处理为恶势力犯罪。

针对老年人和学生实施
“套路贷”将从重处罚

“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

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

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

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

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

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

情从重处罚。”《关于办理“套路

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首

次明确界定“套路贷”，要求依法

严惩“套路贷”犯罪。

“‘套路贷’与普通的民间借

贷有着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本

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

‘套路贷’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套路贷’的实质，就是一个披

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

局，应受法律惩处。”姜伟介绍。

“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

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

判，不能只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

节。”姜伟表示。《关于办理“套路

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

确，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

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

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

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

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

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

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

定罪处罚。

加大对黑恶势力实施“软
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

“扫黑除恶力度在加大，黑恶

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断变换犯罪

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执仗、

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转而采

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

力’。”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

副主任杜航伟说，例如一些黑恶势

力犯罪分子跟踪滋扰他人、恶意举

报诬陷、播哀乐摆花圈、喷油漆堵

锁眼、摆场架势示威等。

杜航伟表示，从表现形式上

看，“软暴力”与暴力明显不同，但

其危害后果却与传统暴力犯罪相

同，甚至有些造成的后果超过了

传统的暴力手法犯罪。司法实践

中，“软暴力”侵害的法益主要包

括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

利，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和

社会秩序等。据此，《关于办理实

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根据“软暴力”侵害的法

益不同，采取列举的方式，对“软

暴力”通常表现形式作出规定，避

免了交叉、重复和遗漏，并与刑法

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分类方法保

持了一致。杜航伟说，下一步，公

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对黑恶势力

实施“软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

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
经济基础

“实践表明，黑恶组织盘踞多

年，其财产成分、类型和流转情况

相当复杂，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黑

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称霸一

方的基础，要彻底摧毁其财产基

础，就要从‘已采取措施的涉案财

产’查‘财产属性’并决定如何处

理，也要从审查认定的犯罪所得

财产查‘财产去向’等，并判断是

否需要‘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

产’。”最高检副检察长、全国扫黑

办副主任陈国庆介绍，要将两种

方法有机结合，才能有效解决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涉案财产属性

难以认定”的问题，依法有效地对

已采取措施的财产作出处理，必

要时没收等值财产，最大程度地

依法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

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涉

黑恶犯罪财产的处置方式增加规定

了“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防止损害

被告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采取

处置等值财产时必须有证据能证明

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

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

不可分割，具备这些情况，才能启动

没收等值财产这种处理方式。”陈国

庆回应，该意见也赋予了被告人可

以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但需要被

告人举证。

2019年4月7日 来源：新华网

记者从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四月以来，珠峰已进入旅游旺季。为严格保护珠峰保
护区生态环境，所有游客从今年起在景区内最远只可抵达绒布寺区域。

全国扫黑办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4个意见

明确法律政策界限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现公
告作废。

公告单位：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12日

序
号

1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
动产登记证明号

淳房预千岛湖镇字
第18811号

权利人

童志平

不动产权
利类型

预告登记
证明

不动产坐落

淳安县千岛湖
镇紫荆香江庭
院12幢904室

珠峰进入旅游旺季 游客最远只可抵绒布寺区域

淳安县2019年

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责任人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乡镇

王阜乡

枫树岭

金峰乡

千岛湖镇

里商乡

左口乡

临岐镇

屏门乡

瑶山乡

鸠坑乡

防灾领导
小组组长

方立华
13867401393

余慧梅
13777881528

汪鹏飞
13588335773

张家兵
13588330656

余金刚
13575780256

徐新平
13968117368

方振华
13575780198

徐红星
13567156007

叶孔军
13588330277

章新华
18757199498

防灾领导
小组副组长

宋宏
13758221411

朱建明
13588333730

方声华
13757111301

程胜利
13968105038

何杰云
13777881707

徐迅
13706746466

郑小峰
15967180070

郑如竹
13968118822

余兴明
13819121155

周觉来
13606541621

灾害点名称

王阜乡胡家坪村老山自然村地面塌陷

王阜乡荷花坪村阴沉溪自然村王应六屋后后山滑坡

枫树岭镇铜山村崩塌

枫树岭镇管川村榧树底泥石流

金峰乡金源村金元山自然村后山滑坡

千岛湖镇新北社区清波花园46幢北侧崩塌

千岛湖镇鼓山工业区永兴路143号（唐恒实业）滑坡

里商乡燕窝村天井、燕窝里自然村泥石流

里商乡里阳大桥南西侧滑坡

里商乡里阳村洞坑自然村村头崩塌

左口乡瑶村彪山王路段边坡崩塌

临岐镇新溪村上新村至下新溪自然村村道北侧滑坡

临岐镇右源村小川自然村鲁景根屋后崩塌

屏门乡小陵村梅丰庄自然村汪庚红屋后崩塌

瑶山乡贡坑村1号方友喜屋后滑坡

鸠坑乡翠峰村塘联自然村滑坡

监测
责任人

罗长木

王福胜

余自荷

余海元

吴年卿

吴燕智

谢海俊

解同康

商发庆

商发庆

余华熠

何顺平

姜为秋

童卫东

方国福

严国明

监测责任人
电话

13567159073

13588875253

15969188864

15967105859

18957161526

15869038361

13968115848

13732295518

13735880385

13735880385

13575781036

15968117528

13588362146

13588238320

18268113882

1525880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