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2日至 14日袁 中共中
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
南尧老挝进行国事访问遥 这是中共
十九大胜利闭幕后袁中国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袁将谱写敦亲
睦邻新篇章袁 为新的历史时期中
越尧中老关系发展袁以及中国同周
边国家的合作共赢带来新机遇袁展
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
境界尧新风貌遥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征程袁就从周边开始遥

十九大报告强调袁中国将按照
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尧以邻为
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
关系遥 越南尧老挝是与中国山水相
连尧唇齿相依的邻邦袁而且同为社
会主义国家袁在历史尧文化尧经济尧
政治制度等方面联系密切袁具有众
多共同利益袁可谓休戚与共遥 中国
与越南尧老挝均处于改革发展关键
时期袁因此越南和老挝格外关注中
共十九大关于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冶的重要论断遥 时不我
待袁中国与越南尧老挝需要积极开
展执政兴国经验交流袁深化党际交
往袁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
论和实践袁推动打造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遥

习近平在越南叶人民报曳发表
题为叶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曳的署

名文章袁强调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需要携手合作袁共同追寻强国
富民梦遥 冶中越年内两党两国最高
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袁充分体现了两
国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遥当前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临发
力的良机袁 两国发展战略紧密对
接袁共同推进野一带一路冶和野两廊
一圈冶 建设袁 在基础设施建设尧经
贸尧产能尧跨境经济合作区尧农业等
重点领域合作上取得实质进展袁两
国人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遥中国连
续 13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地位袁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
的最大贸易伙伴袁2016 年双边贸
易额近 1000亿美元遥 难能可贵的
是袁两国还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陆
地和北部湾划界问题袁妥善处理并
管控分歧袁为两国共同发展尧地区
和平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遥

中国和老挝两党两国高层交
往不断袁 习近平访问老挝期间袁将
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尧国
家主席本扬袁总理通伦袁国会主席
巴妮分别举行会谈会见袁就弘扬传
统友谊尧夯实政治互信尧加强战略
沟通尧 深化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
见袁全面规划和系统部署新时期中
老关系发展遥近年来袁双方在野一带
一路冶 框架内的合作方兴未艾袁经

济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尧合作方式日
趋多样尧合作基础不断夯实袁两国
还积极推进在中国要东盟尧 澜沧
江要湄公河机制中的互利合作遥具
有标志意义的全长 400多公里的
中老铁路全面施工袁将助力老挝从
野陆锁国冶华丽转身为野陆联国冶袁提
升老挝在东南亚互联互通格局中
的地位袁并为老挝的经济增长注入
强劲动力遥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必将为丰
富和强化与越南尧老挝的全方位合
作带来广阔的前景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将为
越南尧老挝探索符合自身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遥
野亲望亲好袁邻望邻好冶袁中国与周
边互为战略依托袁周边的稳定与繁
荣有助于中国的发展袁而中国的发
展有力地促进了周边的和平与繁
荣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
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而起点始于周边遥 阮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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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 11月 7日
至 11日在国家会展中心渊上海冤举行遥 本届工博
会以野创新尧智能尧绿色冶为主题袁设置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尧工业自动化尧机器人尧新能源及电力电
工尧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尧节能与环保技术设备尧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尧科技创新和航空航天技术 9
个专业展区袁规模超 28万平方米尧中外参展商逾
2500家遥 图为在工博会野创新科技馆冶袁机器人新
品发布吸引了观众驻足观看遥 屠知力摄

中国海关打击固体废物走私
今晨 6时袁海关总署指挥天津尧大连尧青岛尧

上海尧深圳尧汕头 6 个直属海关袁在天津尧辽宁尧
山东尧上海尧广东 5省市开展打击固体废物走私
野蓝天冶专项行动第三轮集中打击遥 截至 8时袁12
个走私固体废物犯罪团伙被打掉袁39名犯罪嫌
疑人落网袁 初步查证涉案走私废塑料尧 废矿渣
3.3万吨袁现场查扣一批书证和电子证据遥 据悉袁
此次查获的走私废物主要包括废塑料尧 废矿
渣遥 任涛

香港逾 27万人登记捐赠器官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11

日表示袁通过各界努力袁香港已有超过 27.4万名
市民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上登记遥

陈肇始出席庆祝年度器官捐赠日和中央器
官捐赠登记名册 9周年典礼时表示袁叶器官捐赠
推广约章曳去年 6月底推出袁至今已获超过 550
个团体尧企业和学校支持并签署袁承诺在组织及
社区推广器官捐赠文化遥

她指出袁不同意见调查反映袁市民对器官捐
赠的话题仍然忌讳袁 社会各界需多讨论和思考袁
才可改变观念遥她鼓励市民将捐赠器官的意愿告
诉家人遥香港 18个地铁站 11日设有推广器官捐
赠摊位袁欢迎市民现场填写器官捐赠表格袁以响
应当天的庆祝活动遥 郜婕

台湾民众每天“滑”手机 3小时
台湾资策会数位服务创新研究所近日发表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袁台湾每天野滑冶手机超过 3小
时的移动用户袁 已从 2014年 4G网络服务刚开
始时的 48%袁攀升至今年的 61%遥

调查显示袁 在移动上网的用户族群中袁62%
的人已有线上收听音乐的习惯尧68%的人会在手
机上玩游戏尧69%的人则以手机做为使用社群网
站的主要工具袁更有 89%的人每日都会在手机上
收看移动影音遥

有关各项服务的付费现况调查则发现袁有
78%在线影音用户从来没付过钱遥因此影音平台
业者目前大多透过广告或节目冠名等形式争取
服务收入袁而在线音乐串流服务的付费人口比例
则维持在 50%上下袁与过去几年变化不大遥 据统
计袁截至今年 9月底袁台湾 4G 移动用户数已超
过 2169万人遥 刘刚 张钟凯

当地时
间 2017 年
11 月 12 日袁
美国维吉尼
亚州袁Orbita鄄
lATK在瓦勒
普斯岛太空
空 港 Pad0A
发射火箭袁搭
载天鹅座飞
船袁向国际空
间 站 提 供
3350 公斤食
物及必需品
补给遥

开启中国特色周边外交新境界

“雨露计划”政策
一尧补助范围及对象
渊一冤补助范围遥 全市扶贫部门统一精准识别并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遥
渊二冤 补助对象遥 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袁接

受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曰当年
参加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合格并获取技能证书 渊资格
证书冤的培训对象渊驾照尧厨师尧会计等冤遥

二尧补助标准及方式
渊一冤补助标准院职业教育培训每人每学年补助

3000元袁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每人次补助 1000
元遥

渊二冤 补助方式院由
市级财政将补助资金全
额打入培训对象 野一卡
通冶 账中遥 咨询电话院
0797-2522353遥

遗失声明
绎宋玉琼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088745袁特此声明遥

绎宋玉琼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088745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琴声悠扬乐器有限公司
遗失招商银行赣州支行开户许可证袁核
准号院J4296000456601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琴声悠扬乐器有限公司
持有的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袁 证号院
G1036078100045660A袁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