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绎江西金一电缆有限公司持有的机构信用代

码证遗失袁证号院G1036078100016740O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金一电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

瑞金市红都大道支行开户许可证 袁 核准号 院
J4296000167401袁声明作废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702202651 号渊杨培琨冤身份证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绎聂玉宝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
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00157591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年发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
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00222000袁特此声明遥

绎宇盛广告装饰部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贰份袁
发 票 代 码 ;3600171320, 发 票 号 码 :
01072029,01072032袁特此声明遥

绎赖会林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ZD16130022袁特此声明遥

绎赣州市雨泉滴灌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建设银
行 瑞 金 市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袁 核 准 号 院
J4296000164001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武术协会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作
废遥

聚焦国际

中国对美投资再超美对华投资
11月 8日袁企业国际化蓝皮书叶中国企业全球

化报告渊2017冤曳在北京发布遥 叶报告曳显示袁2016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830亿美元袁 同比增长
44%袁位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袁连续两年进入
资本净输出国行列遥 继 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后袁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
投资 156起袁投资总金额达 850.16亿美元袁同比增
长 76%袁再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遥 潘旭涛 吴宇轩

雄安新区建造“未来之城”
11月 8日袁 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与阿里巴巴

集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袁双
方将携手打造以野云计算冶为基础设施尧野物联网冶
为城市神经网络尧野城市大脑冶 为人工智能中枢的
未来智能城市遥

根据协议袁 双方将结合数据思想和阿里巴巴
计算能力袁推进野数字雄安冶项目建设曰合作建设雄
安野城市在线冶袁打造全球物联网示范标杆遥 双方共
同研究制定完整统一的数据城市规范标准和模
型袁建立互联互通标准袁打造世界物联网标准应用
示范城市遥 王昆 李继伟

乐清一体机随时办理港澳签注
近日袁 浙江乐清市公安局自开通24小时港澳

签注自助一体机后袁 迎来第 100名市民前来办理
业务遥 近年来袁乐清市居民赴港澳地区的人员大幅
增加袁以前办理本式港澳签注续签袁即使是提前在
网上申请袁最快也要 5个工作日袁办理的市民或者
是选择快递到家袁或是要再到出入境大厅取证袁费
时费事遥 不久前袁乐清市主要集镇派出所渊分局冤同
步启用了 24小时自助办理一体机袁只要 3分钟就
可当场完成赴港澳签注续签遥 陈俊贤

天下 07
姻2017年 11月 10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周建云

信息院根据瑞人社字[2017]152号文件通知袁现预设一
批公益性岗位主要招用搬迁贫困户中的野4050冶人员袁请有
意向的单位渊企业冤可以在 12月 10日前向市就业局申报
公益性岗位袁 经审核并招用成功后用人单位可申请 600
元/人/月渊象湖镇尧经开区 900元/人/月冤岗位补贴遥 市就业
局咨询电话 2512651/2522409遥

今年下
半年袁 西班
牙比努埃萨
由于气候干
燥严重缺乏
降水袁 该地
区因严重干
旱 土 地 龟
裂袁 牲畜饮
水 面 临 困
难遥

11月 8日袁美国总统特朗普开
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袁第一站到访
故宫博物院遥 在故宫浓厚的历史文
化氛围中袁 中美两国元首以独特
的尧非正式互动的方式拉开了筹划
中美关系未来的序幕遥

特朗普此行备受国际舆论关
注袁 大家既关心双方在具体议题上
能达成哪些共识和成果袁 又关注双
方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释放什么
信号遥对于国际舆论来说袁在以下三
大问题上如果能够看透尧想通袁将有
助于看清中美关系的走向袁 明了中
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遥
一是如何看中国遥 关键在于客

观公正认识野中国特色冶遥 中美都是
有特色的国家袁也都是很有个性的
国家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尧人口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袁也是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遥 中共十
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袁并确定了野两个阶段冶的
发展目标遥 无论是在国内努力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袁还
是在国际上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尧
普遍安全尧共同繁荣尧开放包容尧清
洁美丽的世界袁都体现了中国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的愿望和决心遥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将继续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袁高
举和平尧发展尧合作尧共赢的旗帜袁
恪守维护世界和平尧促进共同发展
的外交政策宗旨袁坚定不移地寻求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遥 这样的中
国特色将确保中国始终是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尧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尧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遥 中国的发展是
世界的机遇袁不是挑战袁更不是威
胁遥
二是如何看世界遥 关键在于认

清历史趋势遥 故宫见证了中国历史
的兴衰荣辱袁 目睹了中国从站起
来尧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遥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息息相关遥 世
界范围内五百年来遭遇了殖民与
扩张时代以及战争与革命时代袁沧
海桑田袁终于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遥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袁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不可
逆转遥 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发展路径
符合时代潮流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袁
野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袁 也充
满挑战遥 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
弃梦想袁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
求遥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
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袁也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遥 冶
中国拥抱全球化袁也深知全球化带
给各国的挑战遥 各国应同舟共济袁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尧包
容尧普惠尧平衡尧共赢的方向发展遥

三是如何看中美竞争遥 关键在
于要有全球视野遥 一是作为世界上
两个最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袁 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尧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
的共同利益袁 肩负特殊的重要责
任遥 两国利益深度交融袁早已形成
你中有我尧我中有你的局面袁谁也
离不开谁遥 中国不是美国一些人想
象的对手和敌人曰二是各国相互联
系和依存日益加深袁中国在各国外
交天平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袁美国的
盟友总体上来讲不愿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袁中国的野朋友圈冶同样也不
希望中美变成对立关系遥 如果为了
迎合那种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想法袁
把中国当成对手袁来编织针对中国
的亚太战略或者全球战略袁最终都
不会成功袁只是徒增中美之间的战
略互疑遥

习近平指出袁 我们有一千条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袁 没有一条理由
把中美关系搞坏遥 美国新一届政府
就职以来袁 良性互动是中美关系的
主色调袁开局基本平稳袁这与两国元
首的战略引领是分不开的遥 特朗普
此次访华正值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
后不久袁 为两国加深相互了解提供
了机遇遥 两国元首利用此次会晤就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再次进行战略
性沟通袁 将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
描绘更加绚丽的蓝图遥 贾秀东

科技前沿
Keji Qianyan

霍金预言“人类会在 2600年前消失”
需寻找新家园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窑霍金日前再次做
出野预言冶袁称人类可能在 2600年前就会灭绝遥 霍
金认为袁随着地球人口增长袁能源消耗将会增加袁
地球将变成一个野熊熊燃烧的火球冶遥

报道称袁霍金认为袁要摆脱这场灾难袁只能去
寻找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遥 他还称袁野人类如
果还想把自己的存在延长 100万年的话袁 就要无
畏地去往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遥 冶

霍金还呼吁投资者支持他的野突破摄星冶项目袁
该项目涉及到离太阳系
最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
星之旅遥霍金认为袁在它
周围可能有适宜人类生
存的星球遥 中新

擘画新时代中美关系新蓝图

迁坟公告
因野日黄公路冶陈野村至湖陂村路段县道升

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袁 位于红线范围的
坟墓急需迁移袁 请规划迁坟范围内坟墓坟主的
亲属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与日东乡人民政府联系办理迁坟手续袁迁
坟补助标准按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叶关于印
发进一步规范瑞金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区域内
坟墓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曳渊瑞府办发
揖2017铱76 号冤文件执行袁逾期不迁移的坟墓视
为无主坟袁将统一作深埋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地址院瑞金市日东乡日东圩 1号
联系人院陈超群
联系电话院13576671460

日东乡人民政府
2017年 11月 7日

瑞金市新世纪永磁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瑞金市新世纪永磁材料有限公司拟定于 2017年 12月

10日前办理全部股权转让尧法人变更等变更登记手续袁新股
东不承担和享有原股东和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袁请债
权尧债务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天内袁到瑞金市新世纪永
磁材料有限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登记袁否则后果自负遥

联系人院朱聪 电话院15970877776
瑞金市新世纪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