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动产登记宣传知识
一尧什么是野不动产冶和不动产登记钥
野不动产冶是指土地尧海域以及房

屋尧林木等定着物遥 不动产登记是指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
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顶记载于不动产
登记簿的行为遥

二尧不动产登记的登记类型有哪
些钥

不动产登记的类型包括院首次登
记尧变更登记尧转移登记尧注销登记尧
更正登记尧异议登记尧预告登记尧查封
登记等遥

三尧哪些不动产权利可依法办理
登记钥

集体土地所有权袁 房屋等建筑
物尧构筑物所有权尧森林袁林木所预
期袁耕地尧林地尧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

权袁建设用地使用权袁宅基地使用权袁
海域使用权袁地役权袁抵押权袁法律规
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遥

四尧办理不动产统一登记需要提
交哪些材料钥

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袁并对
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袁一是登记申
请书曰二是申请人尧代理人身份证明
材料尧授权委托书曰三是相关的不动
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尧登记原因证明
文件尧不动产权属证书曰四是不动产
界址尧空间界限尧面积等材料曰五是与
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曰 六是法
律尧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的其他材料遥

五尧在那种情形下不动产登记机
构不予登记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不动产登记
机构不予登记院一是违反法律袁行政
法规规定的遥二是存在尚未解决的权

属争议的曰三是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
利超过规定期限的曰四是法律尧行政
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遥

六尧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情况
我市自 2015年 12月 31日正式

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袁颁发不动
产权证书尧证明袁同时停止土地使用
权尧所有权袁房屋所有权袁林地所有
权尧使用权登记审批遥 2015年 12月
28日前依法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
证书继续有效遥

我市不动产登记机构为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袁业务办理窗口设在瑞金
市胜利大道市行政审批局 2号楼一
楼不动产登记大厅渊市区乘坐 1路尧8
路公交车可直达袁1 路公交线路院叶
坪景区葑红都大道葑行政审批局曰8
路公交线路院叶坪景区葑公务大楼葑
行政审批局 曰 咨询电话 院 0797 -
2521986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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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市宏德贸易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院

91360781397260782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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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宏亮尧危朝霞冤袁请
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
金市象湖镇绵水路时代广场本公司清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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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7760666

瑞金市宏德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 11月 13日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融和广告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袁 证 号 院
360781550887718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冬林持有的证号为
0100043-16号房屋产权证渊房
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锦江
名城滴翠园 24#-1002 号冤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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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要承认自己的祖先和自
己是中国人袁有那么难吗钥 冶台
湾野中国旺旺集团冶董事长蔡
衍明日前于上海举办的野两岸
关系三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冶上提出的这个问题袁反映
了台湾社会野台独冶取得话语
权的现实遥 围绕这个问题袁一
场野两岸好袁台湾才会更好冶座
谈会今天在台北举行袁 学者尧
资深媒体人尧教师等围绕台湾
人国家认同尧两岸一中原则等
问题袁从历史尧现实尧未来的角
度提出各自的观察与研究遥

叶中国时报曳社长王丰在
座谈会总结发言时指出袁要让
台湾大众了解野台独冶是一条
危险的道路袁也是与台湾自身
的历史文化背道而驰的遥两岸
好袁台湾好袁这是不可逆的大
趋势袁顺之者昌袁逆之者亡袁没
有任何外来的或台湾内部的
势力可以逆向行驶遥

台湾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
黄智贤说袁 台湾社会多数人并
不支持野台独冶袁但野台独冶政治势力操纵教科
书尧 媒体等打压支持两岸统一的声音和团体袁
对年轻人实行 野心灵的清洗和灵魂的腾笼换
鸟冶袁一旦野我是台湾人尧不是中国人冶的野民意冶
形成了袁野台独冶政党就可以永久执政了遥 他们
利用公权力野带风向冶袁让野我是中国人冶的表达
有恐惧和压力袁以巩固自己的执政权力遥

台北明湖中学历史教师曹若梅表示袁在
30多年的历史教学过程中袁她看到台湾的历
史课本中删掉了 200多个中国历史人物袁当
下中学生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很高遥
这就是野台独冶势力要让野台独冶思想一代一代
渗透下去袁最后他们可以坐享野台独冶的成果遥

台湾叶远望曳杂志社社长林金源从历史的
角度解读说袁从 1895年开始袁台湾人受的一
直是野敌视对岸冶的教育袁野反中冶情绪是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一直被刻意误导形成的遥

新党文宣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明正指
出袁野台独冶 为了建构自己编造了太多的历史
谎言袁反对野台独冶袁就要有足够的历史知识来
厘清真相袁将真相告诉社会遥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
示袁多年的事实显示袁两岸关系好袁台湾就有
更好的经济空间和外部环境曰反之袁台湾经济
受挫袁外在环境压力增大遥执政当局如果不处
理好两岸关系袁台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大遥

学者罗智强指出袁野去中国化冶就是野去世
界化冶袁台湾曾经有竞争力的流行文化的底蕴
就是中华文化袁 抛弃中华文化袁 没有国家认
同袁两岸关系崩坏袁台湾不会好遥

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从国际的角度分
析袁二战之后袁很多欧美国家也采取野一国两制冶
的方式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袁以此来回应不同
族群尧不同政治团体的需求遥 陈晓星 孙立极

11月 10日尧11日袁 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尧 出席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这是中共十九大后袁
习主席首次在国际多边舞台发出中国
声音尧提出中国方案袁备受世界瞩目遥

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袁中国的
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遥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袁中国人民将开启新征程遥 第一袁这
是全面深化改革尧持续释放发展活力的
新征程遥 第二袁这是与时俱进尧创新发展
方式的新征程遥 第三袁这是进一步走向
世界尧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
程遥 第四袁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尧迈向美好
生活的新征程遥 第五袁这是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征程遥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指出袁我们要

看到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次重大变
化遥 亚太各方应该因势利导袁立足于行
动袁引领全球新一轮发展繁荣遥
在引领新一轮发展繁荣的新征程中袁

中国与世界将共赢尧共振尧共鸣尧共享遥
要要要共赢院过去 4 年袁中国经济平

均增长率为 7.2%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
均贡献率超过 30%袁成为世界经济的主
要动力源遥 在此基础上袁中国将继续坚
持建设开放型经济袁 努力实现互利共
赢遥 中国与亚太国家要努力打造平等协
商尧广泛参与尧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
架袁合力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袁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曰引导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尧包容尧普惠尧平衡尧共
赢的方向发展袁等等遥

要要要共振院 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袁转变对外贸易和投资方式袁继

续推动对外贸易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
升遥 与此同时袁 中国将继续加强互联互
通袁实现与世界的联动发展院要以亚太经
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指引袁 建立全方
位尧 多层次尧 复合型的亚太互联互通网
络袁 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对实体经济的辐
射和带动作用袁 形成协调联动发展的格
局遥 中方提出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核
心内涵袁 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袁 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
接袁促进协同联动发展袁实现共同繁荣遥

要要要共鸣院中国正成为各种创新要
素发挥集聚效应的广阔平台袁不论基础
设施还是经济业态袁不论商业模式还是
消费方式袁 都迸发出创新的澎湃动能遥
这种创新发展引发亚太地区和世界的
广泛共鸣遥 互信尧包容尧合作尧共赢的伙
伴关系袁 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纽带袁这

与中国倡导的外交原则形成共鸣遥
要要要共享院中国国内的共享发展正

延伸到中国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共享
发展遥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袁始
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遥
中国将秉持正确义利观袁积极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袁 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袁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尧公平正义尧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遥 中国将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理念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遥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大的板块袁也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遥 唯有洞
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袁 才能找准方位袁
把握规律袁果敢应对遥 在共赢尧共振尧共
鸣尧共享的新征程中袁中国将与世界共
同迈向美好明天遥 王义桅

中国与世界共同迈向美好明天

11月 9日报道袁在
丹麦法罗群岛的海滩
边袁大量的鲸鱼和海豚
被残忍的渔民大肆残
杀袁场面血腥袁令人不
寒而栗遥 据悉袁该组照
片是由海洋保护组织
海洋守护者协会拍摄
的袁其志愿者们假扮成
游客记录下了法罗群
岛 9 个独立的捕猎点
捕杀鲸鱼和海豚的画
面遥 据志愿者们称袁成
批的鲸鱼和海豚在那
里被残忍杀害袁而该岛
屿的政府部门表示把
鲸鱼作为食物以及对
其的猎杀是在可持续
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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