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的野设计列阵冶在
港拉开帷幕袁 共展出来自 16家香港本地设计院
校尧逾 200件应届设计系毕业生与业界跨界协作
的作品遥 主办方希望袁把商校合作计划持之以恒
地开展下去袁有系统地将设计系毕业生和商业机
构进行配对袁促进工商业家尧年轻设计师尧设计教
育 3个界别紧密协作袁最终提升香港整体创新指
数袁 惠及总体经济发展遥 活动将持续至本月 17
日遥 图为展览现场遥 谭达明摄

中国援阿建筑项目开工
中国援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综合教学楼和礼

堂项目开工典礼 10月 10日在阿首都喀布尔举
行遥 该项目由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袁用
地面积约 2.1公顷袁 总建筑面积达 14100 平方
米袁预计 2019年年底完工袁建成后将成为喀布尔
大学最大的建筑综合体和最重要的标志性建
筑遥 蒋超

中企在乌公路项目签约
中国新疆交通建设集团 渊新疆交建集团冤与

乌克兰国家公路局 10月 10日在基辅正式签署
关于改造翻修乌两条交通干道的合同遥这是中乌
公路建设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袁标志中国企业首
次进入乌公路建设市场遥 项目预计 2018年初开
工袁完成后将大幅提升当地道路通行能力袁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遥 钟忠

聚焦国际

中国第 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克服了冰情复杂尧气候多变等困难袁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袁已
于 10月 10日顺利返回上海遥 图为考察队队员在野雪龙冶号甲板上列队准备下船遥 方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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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灌
排委员会第 68届国际执行理事
会袁于当地时间 10月 10日上午
的全体会议上公布了 2017年度
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袁中国
申报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尧陕西汉
中三堰和福建黄鞠灌溉工程 3
个项目全部入选遥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中国历
史最悠久尧 规模最大的灌区之
一袁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遥
自秦汉以来袁以无坝引水为主的
灌渠体系不断发展完善袁灌区范
围逐步扩大袁 目前灌溉面积 828
万亩遥

汉中三堰位于陕西省汉中

市袁包括五门堰尧杨填堰尧山河
堰袁是汉中盆地灌溉农业发展史
上的代表性工程遥 汉中三堰始建
于汉代袁分别从褒河尧湑水河引
水袁共同灌溉汉中盆地的核心区
域遥

黄鞠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
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袁是中国东
南地区代表性的乡村宗族灌溉
工程袁 至迟在 12世纪已形成相
对完备的引水灌溉工程体系遥 黄
鞠灌溉工程干渠总长约 10 公
里袁目前灌溉面积两万余亩遥

国际灌排委员会成立于
1950 年袁是以国际间灌溉尧排水
及防洪前沿科技交流及应用推

广为宗旨的专业类国际组织袁目
前有约 100个会员国遥 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由国际灌排委员
会为保护尧挖掘和推广具有历史
价值的可持续灌溉工程及其科
学经验而设立遥 前三批共有 45
个项目入选袁其中包括中国的 10
个项目遥 今年是第四批袁共有来
自 5 个国家的 13 个项目入选遥

陆培法

遗失声明
绎梁生秀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2014)ZD0206004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京城帝一楼餐饮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袁注册号院360781610000232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月英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ZD0112032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华宏汽车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壹份袁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发票号码 :00985961袁特
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院钟晓芳渊身份证号
码为院362102197802014214冤户口簿遗失袁成员院钟浩
哲袁特此声明遥

绎廖年生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渊2016冤ZD02060010袁特此声明遥

中国 3项目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金融扶贫政策
渊接上期冤具体的操作办法就

是先由贷款对象向银行自行缴纳
贷款利息曰 各贷款银行按批次将
利息补贴名单和金额报扶贫移民
办审批袁 市财政局审核拨付贴息
资金遥

需要贷款的贫困户朋友就到
当地可以办理贷款的银行机构提
出申请袁填写资料遥

我们乡村干部对贫困户的贷
款申请要进行上户实地查验袁并
签署意见遥 并将材料统一收集报
给市扶贫和移民办袁 市扶贫和移
民办将审核通过的贷款申请材料
交试点银行遥 这就完成了向银行
申请贷款的工作袁 等银行发放贷
款了遥 以上说得就是金融扶贫的
政策遥 咨询电话院0797要2522229遥

油茶种植扶贫政策
渊一冤补助标准院
对贫困户的种植扶持政策是

这样的院新种植高产油茶林的袁第
一年按 960 元/亩的标准给予补
助曰农户在房前屋后尧四旁零星种
植的油茶加起来满了 100株能计
算种植面积为 1亩袁 满了 200株
能计算面积为 2亩曰 也是可以按
96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的遥 新
种植高产油茶林第二年到第五年
按 240元/亩/年的标准给予补助袁

但在房前屋后尧 四旁零星种植的
油茶树就不能享受政府的资金奖
励补助了遥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才有 960元/
亩的标准给予补助袁 非贫困户种
植农户第一年按 800 元/亩补助袁
第二年到第五年抚育按 200 元/
亩/年的标准给予补助曰

低质低产油茶林垦复补植改
造是按 240 元/亩的标准给予补
助袁连续补助三年曰也就是说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才有 240
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袁非贫困户
种植农户是按 200 元/亩标准给
予补助袁也是补助三年遥 另外袁我
们贫困户在种植过程中对新老油
茶林基地安装了浇水尧 浇肥设施
的滴灌尧喷灌的袁按 720元/亩的标
准给予补助曰不是贫困户的按 600
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曰

渊二冤补助条件院
我们群众种植油茶树申请政

府奖励补助资金的袁 必须在符合
下面四个条件才能申请政府的资
金补助遥 具体的条件是群众在种
植前要先报村委会同意尧 乡镇人
民政府审核批准后袁 同时要选用
省林业厅定点育苗单位培育的良
种油茶苗种植曰 并且每亩新植要
达到 80-100 株袁 成活率要达到
85%以上袁 最关键的是要连片种
植油茶树 10亩以上包括 10亩的
面积经验收质量合格的才能补

助遥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能享受

油茶新植补助
在公益林尧天然林尧饮用水源

地尧陡坡山地尧基本农田等区域种
植的袁山上坡度大于 25毅采用挖机
整地的袁 林下补植 渊山上零星种
植冤 未清山整地的和老油茶林补
植的都不能享受油茶新植补助袁
其中老油茶林内补植的按油茶低
改的标准给予补助遥

渊三冤申报程序院
油茶种植整地前必须进行申

请袁种植户携带林地权属依据?向
当地林业工作站申请 渊林业工作
站有统一的申请表冤 ――经村委
会同意签字盖章尧林业工作站尧水
保站尧农经站尧国土所现场踏查签
字尧 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才可以
种植遥油茶种植后袁每年 9月份由
市林业局牵头袁由市财政局尧市发
改委尧市委农工部尧市扶贫和移民
办尧 市水保局等七个单位共同参
与进行验收要要要验收合格后袁由
市财政将扶持资金拨付到贫困户
粮食直补一卡帐号遥 咨询电话院
0797-2511158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尚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

91360781MA35JNU71F冤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
员院杨军尧朱文锋尧古功立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桥东引道北侧凯
鸿和园商铺 1#-115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
13970726855

瑞金市尚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 10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