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 10月 9日袁法国里昂袁法国农民
牵羊群集会抗议袁反对政府的野狼计划冶袁寻求保
护他们的牲畜遥 图为羊群占领了大街遥

北美最大电动大巴工厂竣工
由中国比亚迪投建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10月 6日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兰卡斯特市举行工厂扩建竣工仪
式遥 新建成的电动大巴工厂占地约 4.1万平方
米袁是美国首家中国独资大巴工厂袁也是北美地
区最大的电动大巴工厂遥

与 2013年在兰卡斯特最初设厂时相比袁相
当于 6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新工厂面积增长了
约 4倍遥据比亚迪公司介绍袁完成扩建的工厂每
年可组装生产 1500辆电动大巴遥 郭爽

印度潜艇撞坏没钱修
印度野查克拉-2冶核潜艇近日撞坏了声纳设

备袁修复则需要俄罗斯技术人员的支援袁恐费用
高昂袁让印度海军官员难以决定袁以致搁置在港
口达一个多月遥

印度此前向俄罗斯租借的核潜艇正式入编
印度海军袁让印度跻身野核潜艇大国俱乐部冶遥交
付印度后袁该核潜艇更名为野查克拉-2 号冶袁但
印度操作核潜艇的技术和经验不到位遥除野查克
拉-2号冶撞坏声纳外袁印度海军潜艇也曾连续
出现过与商船相撞尧电池起飞爆炸尧与同型艇在
港口相撞尧装填反舰导弹时爆炸尧燃料泄露爆炸
导致沉没等等严重事故袁野从而成为全世界海军
的笑柄冶遥 馨良

日本福岛核事故集体诉讼将宣判
原告团近 4000人

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了6年半遥核事故发生
后袁 在日本全国各地避难的福岛民众发起了多
起集体诉讼遥而被告正是事故的主要当事方袁日
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遥 10月 10日下午袁一起
原告团人数近 4000人的集体诉讼将在福岛地
方法院作出判决遥 这也是日本迄今为止最大规
模的福岛核事故集体诉讼遥 余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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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日前在美国成功举行袁 这标志着中
美元首今年 4月野庄园会晤冶确定的
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尧全面经济对话尧
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尧 社会和人文
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已全面启
动遥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
择袁 对话则是中美走向合作的必由
之路遥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纬来看袁中
美都是很有特点尧很有个性的大国袁
两国如何相处不仅事关双方的切身
利益和前途命运袁 也攸关整个世界
的未来遥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袁 又是世界
前两大经济体遥 两国的共同利益和
责任不胜枚举遥 但同时袁中美一个是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袁 一个
是自认为野民主灯塔冶的资本主义国
家曰一个是崛起大国袁一个是守成大
国遥 中美的差异和分歧十分突出尧显
而易见遥

面对如此复杂而又重要的中美
关系袁 中美坚持对话有助于双方化
解分歧袁凝聚共识袁为两国加强务实
合作创造条件遥 这既是历史经验袁又
是现实需要遥 自从上世纪 70年代中
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以来袁 两国迄
今已建立起 90 多个政府间对话合
作机制遥 事实证明袁中美两国进行沟
通和对话越多袁 就越能增加彼此了

解袁减少消极因素的影响袁找到合作
的途径袁特别是那些分歧领域袁往往
能变成合作亮点遥

比如中美之间的追逃追赃问
题遥 两国法律制度不同袁没有签署引
渡条约袁 但总能通过对话找到办法
进行合作袁 已有不少成功的合作案
例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两国坚持不懈地
进行对话功不可没遥 双方通过执法
领域对话袁 承诺在相互尊重彼此主
权和法律的基础上袁加强合作袁开展
追逃行动袁 避免各自国家成为逃犯
的避罪天堂遥

在经济贸易投资领域袁 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后袁 两国就通过对话
解决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袁 双方制
定了野百日计划冶袁取得了野早期收
获冶袁初步缓解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紧
张状态遥 今年 7月举行的中美首轮
野全面经济对话冶又拟定出野一年计
划冶遥 双方显然尝到了对话解决问题
的甜头袁 同时也意识到只有对话才
能弥合分歧袁避免两败俱伤遥 经贸关
系历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 野压舱
石冶和野助推器冶袁双方都无法承受大
打贸易战的灾难性后果遥

中美之间最深层次尧 最为棘手
的矛盾是战略互信赤字问题袁 这更
需要通过对话来弥补遥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已是进行时袁 也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遥 当前中国和美国同处

世界 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集体崛起袁国际格局为之转变遥 如果
说近代之初袁 一个古老而衰落的东
方封建主义大国袁 一个年轻而上升
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袁 上演了一幕
波澜壮阔尧错综复杂的互动大剧袁那
么今日袁一个重新焕发青春尧快速崛
起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袁 一个坚持
进取不服输尧 相对衰落的唯一超级
大国袁双方的战略选择和互动袁将成
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演变及每一个
国家福祉的最重要因素遥 这对中美
两个大国都既是机遇袁也是挑战袁双
方要以积极尧正面尧务实的态度正视
和处理世界大变局和中美关系新格
局袁重在交流与对话遥

中美坚持对话袁 是直面分歧袁意
在合作袁不是回避分歧尧拖延问题的
解决遥 面对问题袁双方既要有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袁又要明白欲速则不达的
道理遥坚持不懈地保持和加强两国对
话尧沟通尧协调袁才有助于排除各种干
扰袁确保两国关系不失控袁不脱轨遥坚
持对话袁是中美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
途径袁更是世界之福遥 贾秀东

中美坚持对话是世界之福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苏尔玛购物广场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贰份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发
票号码:01068383尧01068384袁特此声明遥

绎赵南洲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袁证号院(2016)ZD01130021袁特此声明遥

绎天涯海角娱乐城遗失娱乐经营许可证
正本袁编号院瑞娱 201163袁特此声明遥

绎天涯海角娱乐城遗失娱乐经营许可证
副本袁编号院瑞娱 20116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胤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证号为瑞国用 2004第 01130113号土地使用
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象湖镇岗背村(206国道
旁)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浙江省上虞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30622196710287419 号渊朱敬源冤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金融扶贫政策
金融扶贫就是资金袁 金钱的帮

助遥 去年袁赣州市委尧市政府为帮助
我们贫困群众早日脱离贫困袁 针对
我们贫困群众量身定制了一款金融
产品袁叫做野产业扶贫信贷通冶遥

野产业扶贫信贷通冶就是政府通
过银行借钱给贫困户袁不要利息袁让
群众发展生产袁早日脱贫遥

我们在坐的贫困群众只要是种
了蔬菜尧刺葡萄尧茶叶尧白莲尧烟叶等
或者是养了生态鱼等具有特色尧见
效快的产业都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
申请遥

另外贫困户开个体经营商店尧
购置生产工具或者是开零售超市等
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遥 每一户

贫困户最高贷款额度为 8 万元 ,超
过了就不能贷款了遥

市场经营主体也就是其它企业
可以通过招收贫困户到企业工作来
申请贷款遥每带动 1户贫困户工作袁
最高可申请贷款 10万元袁带动 2户
贫困户工作最高可申请贷款 20 万
元袁以此类推遥 例如院叶坪乡石岗村
兴龙果业专业合作社就是能过吸收
了??30多户 贫困户在那里打工袁得
到了农商银行发放的 250万元产业
扶贫信贷通贷款袁 该笔贷款发放以
后袁解决了合作社的资金不足问题袁
扩大经营规模遥

我们全市有 49个贫困村袁 每一
个贫困村最高可申请贷款 100万元遥

今年袁我们市里能发放野产业扶
贫信贷通冶的贷款银行主要有 6家院

农村商业银行尧中国银行尧中国农业
银行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尧 赣州银
行尧江西赣州银座村镇银行遥如果有
意向贷款的贫困户可以到我讲的这
六家银行在当地的任意一家营业网
点申请办理野扶贫信贷通冶贷款遥 贷
款期限为 3-5年曰 贷款期内可只付
息不还本袁到期还本遥贷款利息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
款基准利率遥

在贷款期限内袁 市政府为贫困
户代缴全部的利息曰 为带动贫困户
发展创收的市场经营主体代缴 50%
给的贴息遥 渊未完待续冤

肯尼亚柏哥利亚湖袁数千只火烈鸟在湖上聚集觅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