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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父老乡亲尧同志们尧朋友们院
瑞金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袁群

山环抱尧峰峦叠翠尧河流纵横袁森
林覆盖率 74.58%袁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袁 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袁
是全国绿色名县尧 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市尧 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市遥 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全市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心尧 支持和理
解浴

近期袁 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将通过拨打干部群众电话
询问的方式对全省各市尧县 2017

年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进行民意
调查袁 调查内容主要是居民对与
生活密切相关的空气尧水尧土壤以
及其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满意程
度袁及居民对垃圾污水处理尧危险
废物处置处理及噪声尧光污染尧电
磁辐射等其他环境问题的主观态
度遥 如果您接到省统计局社情民
意调查中心的 0791-12340 调查
电话袁请实事求是尧客观公正地回
答提问袁谢谢您的支持浴

父老乡亲们尧 同志们尧 朋友
们袁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您
的关心和支持袁 真诚希望您一如

既往地对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给予更多的监督尧更多的帮助袁我
们相信有您的支持和参与袁 红都
瑞金将成为一座经济繁荣尧 低碳
高效尧生态良好尧幸福安康尧社会
和谐的美丽新城市袁 处处呈现天
更蓝尧地更绿尧水更清尧城更美的
动人新景象浴

衷心祝愿您及家人工作顺
利尧身体健康尧家庭幸福浴

瑞金市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6月 30日

致全市居民的一封信

聚焦国际

7月 10日袁由俄罗斯莫斯科发车袁途经蒙古
国乌兰巴托至中国北京的中蒙俄 野二连浩特号冶
国际旅游专列袁 抵达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口
岸遥 该旅游专列载有俄罗斯尧德国尧法国尧波兰等
40个国家的 154名旅客及乘务人员遥 近年来袁中
蒙俄联手打造野茶叶之路冶旅游品牌袁来自世界各
地的旅客坐着火车便可穿越欧亚大陆袁浏览中蒙
俄三国风景遥 图为内蒙古二连浩特边防检查站检
查员为旅客办理入境通关手续遥 郭鹏杰摄

中国油气管网
将达二十四万公里

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称袁到 2025 年袁中国
油气管网规模将达 24万公里袁 全国省区市成品
油尧天然气主干管网全部连通袁100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成品油管道基本接入袁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天然气管道基本接入遥

根据当日公布的 叶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曳袁到
2020年袁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16.9万公里袁其中
原油尧 成品油尧 天然气管道里程分别为 3.2万尧3.3
万尧10.4万公里袁储运能力明显增强遥到 2025年袁原
油尧成品油尧天然气管网里程分别达到 3.7万尧4万
和 16.3万公里袁逐步实现天然气入户入店入厂袁全
国城镇用天然气人口达到 5.5亿袁天然气在能源消
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 12%左右遥 安蓓 何晓源

巴西前总统卢拉
被判入狱九年半

主审卢拉案的巴西联邦法官 7月 12日对巴
西媒体表示袁这位前总统因为腐败和洗钱罪名被
判入狱 9年半遥 卢拉曾经是该国最受欢迎的一位
政治家遥

卢拉被指控有受贿行为袁在位于大西洋沿岸
的巴西城市瓜鲁雅接受了一处 3层海滨公寓袁并
给了建筑公司 OAS很多与巴西石油公司之间利
润丰厚的合同遥 卢拉本人始终否认有任何腐败行
为袁称对他的相关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遥 法官表
示袁考虑到卢拉可能会上诉袁他目前并未被拘留遥
晚些时候袁其律师表示袁卢拉将上诉遥 兴良

7月 11日袁重庆动物园为双胞胎大熊猫野渝宝冶野渝贝冶举办 1岁生日会遥野渝宝冶野渝贝冶是重
庆动物园大熊猫野兰香冶于 2016年 7月 11日顺利产下的龙凤胎袁这也是该园繁殖大熊猫双胞
胎首次双双成活遥 通过全球征名活动袁这对大熊猫龙凤胎得名野渝宝冶野渝贝冶遥 图为野渝宝冶野渝
贝冶在吃野生日蛋糕冶遥 唐奕摄

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袁 经常把
野维持现状冶野不挑衅冶 挂在嘴边袁但
从野去孙渊中山冤化冶野去郑渊成功冤化冶
到修 野法冶 严管退役将领赴大陆交
流袁小动作一直不断遥 1年多来袁台
外事部门使用野访台冶字眼频次远高
于野访华冶遥 在野七七事变冶80周年纪
念日当天袁当局几乎没啥动作遥不出
来纪念也就罢了袁 蔡英文竟然无视
两岸民众感受袁 在社交媒体上用日
文向日本表达野灾情慰问冶遥 更有甚
者袁 蔡当局明目张胆修改高中教科
书课纲袁把中国史降格为野东亚史冶
的一部分遥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院野灭人之
国袁必先去其史遥冶李登辉时期袁课本
教材中已有野去中国化冶的苗头遥 曾
在陈水扁时期任台野教育部长冶的杜
正胜袁杜撰出一个野同心圆史观冶的
歪论袁号称野以台湾为中心冶袁从乡土
史尧台湾史尧中国史尧亚洲史到世界
史袁一圈圈地往外野认识世界冶遥陈水
扁上台后袁野台湾史冶 果真抽出来独
立成册袁与野中国史冶和野世界史冶并
列遥

如今蔡当局变本加厉袁 故意将
岛内爱乡爱土的地域意识上升成
野国族意识冶袁将野两岸一中冶的默契
硬拗为野脱中冶的意识形态袁赤裸裸
地让学术和教育为其野国族建构冶迷
梦背书遥民进党和蔡英文上台前袁就
在野太阳花学运冶中完成了李尧扁早
期教育的收割遥在尝到野甜头冶之后袁
自然食髓知味袁得寸进尺遥至于中国
历史和中华文化在岛内被自我阉
割袁有成为野失根的兰花冶之虞袁也断
然在所不惜袁真乃其心可诛浴

值得警惕的是袁近几个月来袁民
进党当局各种动作幅度越来越大遥
有人说袁蔡当局统一无量尧明野独冶无
胆袁但从早先的野隐性台独冶野柔性台
独冶袁开始与具体野内政冶作为结合袁
转向野半遮面台独冶遥 因惧怕大陆和
外界强烈反制袁就怀抱野维持现状冶
野不挑衅冶的野琵琶冶袁一边弹奏自认
为悦耳的空洞音调袁 一边在施政中
造成某些野独冶性十足的既定事实遥

除了顽固的野台独冶意识作祟袁
更是仗着执政权在手袁 蔡当局妄图
用野既定事实冶做个硬气样子给大陆

看袁 也给某些外部势力一个遥相呼
应的信号遥 毕竟袁 不承认 野九二共
识冶袁单方面破坏两岸共同的政治基
础袁台湾在野对外空间冶上面临的压
力越来越大遥再者袁岛内 2018年野九
合一冶 选举渐近袁 蓝绿都在提早布
局袁面对内部压力尧对手压力和民意
压力袁民进党当局需要巩固基本盘袁
讨好深绿遥

解铃还须系铃人遥 不正本清源
地解决根本问题袁野维持现状冶 的口
号是骗袁野去中国化冶的作为也是骗袁
骗人骗己骗选票而已遥 笔者倒是要
奉劝一句袁捣鬼有术也有效袁然而有
限袁以此成大事者野古今台外冶无有遥
说到底袁拒绝野九二共识冶灯塔的指
引袁野维持现状冶的航标载沉载浮袁蔡
当局难道非要化身那艘 野泰坦尼
克冶袁 一意孤行地撞上民意的冰山
吗钥 任成琦

中国史“被消失”，台当局其心可诛

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赣卅市拍卖行定于 圆园员苑年 苑月

圆怨曰上午 员园时袁 在瑞金市人民法院会议室
举行有底价公开拍卖瑞金市台商创业园厂房
三栋尧办公楼一栋渊原特种陶瓷公司冤房地产
一宗袁土地证字渊圆园员员冤第 员员远园园苑怨号袁出让工
业用地面积 员园苑远苑皂圆袁 建筑面积 愿愿怨圆.圆猿皂圆袁
起拍价 缘圆源.源万元袁竞买保证金 缘园万元遥

标的展示及报名截止日 : 即日起至
圆园员苑.苑.圆愿日下午 缘时止遥

凡与本标的有关当事人及优先购卖权人
如有异议袁请于拍卖会前与本行联系遥

报名地址:赣州市拍卖行瑞金办事处渊东
升街中段 冤. 电话 员猿愿园猿缘愿员园猿怨 钟先生 袁
员猿员猿猿怨苑圆怨怨员蔡先生遥

赣州市拍卖行
2017年 7月 13日

瑞金市黄柏乡海云副食店遗
失通用手工发票壹本(百元本),
发票代码:136071415331, 发票
起 止 号 :02973776 -02973800
(共 25份)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