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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百日攻坚”提升城乡环境
本报讯（记者 夏濛）为持续深入
推进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巩
固整治工作成果，我市于9月1日开始，
开展为期100天的全市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百日攻坚
“
净化”行动，坚持从6个
方面的环境卫生秩序入手，集中开展
15个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各项整治工
作都在积极推进中。

据了解，此次整治范围包括城市
环境卫生整治，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公
路、铁路、河道沿线环境卫生整治，市
场秩序及环境卫生整治， 旅游景区景
点环境卫生整治， 建筑工地环境卫生
整治。 通过集中开展全市城乡环境综
“净化”行动，基本实
合整治百日攻坚
现全市垃圾无乱堆乱放、 无乱扔乱倒

等现象，推动居民生活环境切实改善，
城乡面貌显著变化， 环境卫生保洁长
“
全
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努力打造
省最干净”的城乡环境。

百日攻坚 净化上饶

男子凌晨盗窃电动车

刚推出两步便被抓获
本报讯（记者 洪鹏）近日，一男子
来到饶城，身上现金花销一空后，便想
着盗窃电动车换钱，但令他没想到的
是，钱和警察之间，警察先来了。10月9
日凌晨2时许，信州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与广场警务站合成作战、密切配合，抓
获盗窃现行。目前，违法嫌疑人吕某因
涉嫌盗窃已被依法治安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10月9日凌晨2时许，指挥中心监
控员根据全区发案特点，对高发案区

域展开重点视频巡查。 巡查至万达广
场附近时，发现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
该男子站在一辆电动车附近向四周观
察， 确认四下无人后便推着电动车离
开现场。
发现疑似盗窃警情后，监控员立
即指令附近巡逻的广场警务站民警迅
速出警。经实时联动配合，广场警务站
民警快速赶到现场， 并在胜利大桥附
近将盗窃电动车嫌疑人抓获现行。 经
审讯，盗窃嫌疑人为吕某，广丰区人，

近日从广丰区来到信州区， 身上现金
花销一空后，便想着盗窃电动车换钱。
据吕某交代，当日凌晨2时许，其
闲逛到万达广场附近， 发现路边停放
的一辆电动车没有上大锁和龙头锁，
便准备下手将其推走销赃。 得手后的
吕某推着车一路行走，自以为已经
“
大
功告成”了，却没想到他的行为早已被
天网背后的监控员看得一清二楚。 刚
刚推车没走出多远， 便连人带车被迅
速赶至的广场警务站民警当场抓获。

男子ATM机取钱竟忘拿

民警找回万元现金物归原主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方石泉 记者
洪鹏）近日，婺源县一男子专门去银行

取钱后，竟粗心地将一万元现金遗忘
在ATM机处。 记者从婺源县公安局获
悉，当天，婺源警方在接到男子报警
后，连夜帮男子找回丢失的万元现金。
10月6日下午2时许，婺源县清华
镇居民胡某到清华派出所报警称，其
于10月5日20时许在镇上农村信用社
取钱后，将一万元现金遗忘在ATM机

处，待今日发现时钱已经不见。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银
行的监控视频。 由于银行所提供的监
控视频十分模糊，只能确定一万元现
金在当天晚上9时12分许被一名开白
色越野车的男子捡走，车牌号码都未
拍到。随后，民警又调取了沿街的监控
视频，因晚上灯光原因，沿街的监控也
未拍到车子的牌照。
为了尽快帮男子找回遗忘的万

元现金，民警当即对沿街的监控视频
进行分析，很快发现这辆白色越野车
在驶离信用社后，并未离开清华街。民
警判断这名捡钱的男子，应是清华本
地人。 随即民警对相应路段展开了走
访，通过半个小时的走访，民警得知捡
到一万元现金的那名男子系清华当地
居民洪某。在民警与洪某取得联系后，
洪某将拾得的一万元现金交还给失主
胡某。

在逃人员处理
交通违法时被抓
本报讯（王丽英 记者 程晖）
10月11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一大队获悉，9日下午在
该大队综合办公大厅内， 一名网
上在逃人员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时被识别身份，民警合力，在逃人
员当场束手就擒。
据悉，当天下午，一名魏姓驾
驶员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后
前来接受处理， 窗口工作人员在
对其进行核查处理时， 发现其车
辆有数条违法记录未处理， 遂提
醒他及时进行处理。 魏某叫来当
事人杨某。
经身份核实后， 系统提示为
“在逃人员”， 立马引起窗口工作
人员的警觉。为了不惊动当事人，
工作人员一边稳住当事人， 一边
通过人员信息库再次确认杨某的
涉嫌犯罪信息。 果然无误， 杨某
正是网上登记在案的刑侦在逃人
员。为了不让当事人觉察异常，工
作人员一边不动声色地拖延时
机，继续为其办理业务，一边暗中
向领导报告。上下联动，紧急调集
警力进行现场控制， 将还不知所
以的杨某束手就擒， 并带到大队
功能办案区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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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你不得不知道的事
关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申请与受理、审
批与发放、具体使用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
内容，您是否了解？ 让我们一起聊聊许可证
办理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我可以申请停业一年吗？
卷烟零售户朱先生问：我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今年12月31日到期，最近我和老伴
要一起去外地带孙子，店铺有较长时间不能
营业。 我想提交停业一年的申请，想问一下
能不能通过。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规定，持证人需要暂停生产
经营行为的， 应当在停业前7日内提出停业
申请。 停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且不得超
过许可证的有效期。
由于您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今年12
月31日到期，如果您申请停业，停业时间不
能超过许可证有效期。 因此，如果您提出停
业一年的申请，将不会得到批准，请您知悉。
2. 是否可以委托他人办理许可证延续？
市民胡先生问：我母亲经营着一家卷烟
零售店，她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下个月就
要到期了，需要办理延续手续。 由于她最近
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亲自办理，请问我可以
代她办理吗？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规定，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后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持证人应当
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试行）》规定，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申请类

型包括新办申请、变更申请、延续申请、停业
申请、恢复营业申请、歇业申请、补办申请
等。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代理
人应当提供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的身份
证明。
因此， 您可代母亲办理许可证延续，需
要携带相关材料在规定期间内提出延续申
请。
3. 道路名称改变需重办许可证吗？
卷烟零售户王先生问：近期，我店铺所
在的街道道路名称发生了改变。 请问我需要
重新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吗？ 不去办理
相关手续会有何后果？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规定，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
期内，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法定代表
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经营者姓名以及经营
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或者因道路
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地址变
化的，持证人应当及时提出变更申请。 变更
许可范围的， 持证人应当提前提出变更申
请。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
登记事项发生改变，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依法进行变更登
记的，烟草专卖局应当责令其依法进行变更
登记。
综上， 您的情况属于变更登记事项，需
要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携带相关资料到当
地烟草专卖局变更许可证。
4. 持证人 变更 为配 偶，需 重新 办理许 可

证吗？

市民李先生问：取得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后，商店一直由我和妻子共同经营。 最
近，我要长期居住在外地。 请问，如果许可证
的持证人变更为我的妻子，是否需要重新办
理许可证？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规定，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
户，持证人在家庭成员间变化的，可以申请
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因此，您不需要
重新办理许可证，但需要办理变更手续。
5. 商场转让后，卷烟专柜怎么办？
卷烟零售户徐女士问：我之前经营着一
家地下商场，商场内设有卷烟柜台。 最近，我
想将商场转让给他人， 对方想继续经营卷
烟，原来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还能用吗？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 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不得涂
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 不得买卖、
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
卖许可证。 另外，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经营主
体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受理机关提出烟草专
卖许可证新办申请。
因此，商场转让后，原来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就不能继续使用了，经营者需要重
新申领许可证。
6. 许可证被烧毁该如何补办？
卷烟零售户戴先生问：上个月我店里不
慎失火，店内卷烟和悬挂在墙上的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全部被烧毁，现在店面已经重新

装修完毕，但许可证该如何补办？
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第十七条规定，持证人在有
效期内遗失或损毁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应当
及时提出补办申请。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试行）》第三十八条规定，烟草专卖局审
批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提高效率，
除新办申请外，对其他申请类型能够当场办
结的，应当当场办结。 当场办结的，可以不出
具书面受理凭证。
您需要到当地烟草专卖局及时提出补
办申请，当地烟草专卖局会为您当场补办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7. 变 更 商 店 名 称 和 许 可 证 延 续 可 以 合
并办理吗？

卷烟零售户刘先生问：我是一名持证卷
烟零售户，自2014年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开始经营卷烟以来，商店名称一直叫“亮
亮小卖部”。 现在我的许可证即将到期需要
延续， 我想把商店名称变更为“亮亮便利
店”。 请问变更商店名称可以和许可证延续
一起办理吗？
答：可以。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烟草专卖局在审
批延续、恢复营业等申请过程中发现该许可
证存在变更、补办等情形的，可告知申请人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合并办理。
（信州区烟草专卖局刘红波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