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瑞金市同富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袁证号院36078134328302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同富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红太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法人章壹
枚遗失袁法人名字:曾翻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701302925 号渊钟奇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编号为 O361023421(邹伊诺冤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袁父亲院邹盛 母亲院黄秋金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

聚焦国际

11月 24日袁第三届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在
上海世博展览馆拉开帷幕遥 本次博览会以野手造
嘉年华尧非遗欢乐秀冶为主题袁展示了刺绣尧编织尧
竹艺尧陶艺尧木艺等多种手工艺遥 图为观众用 VR
设备观看剪纸宣传片遥 丁汀摄

“中国光谷”主攻生物产业
素有野中国光谷冶之称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日前修订发布支持生物产业经济发展的实
施意见袁 每年设立 10亿元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袁 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在千亿元规模基础上袁实
现更大跃升遥

此次出台的意见主要围绕六大方面展开袁分
别是招商引资尧成果转化及落地尧推动企业规模
化发展尧创新创业体系尧特色培育和绿色发展遥设
立 10亿元的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袁 支持生物
企业的培育引进尧创新化尧规模化尧国际化发展袁
鼓励生物企业以市场导向开展科技创新尧成果转
化尧产业化尧平台建设等遥 世界 500强尧国际细分
行业 100强尧境外上市公司尧国内行业 100强尧国
内主板尧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东湖高新区
内设立的独立法人总部尧研发中心尧生产基地袁给
予 100万元至 500万元一次性奖励遥 陈俊

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提速
占地 38平方公里的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进

入全面提速阶段袁未来将加快示范区建设袁承接
非首都功能外迁遥 根据规划袁京津合作示范区位
于天津中心城区东北袁毗邻滨海新区袁占地 38平
方公里袁规划建筑面积 2700万平方米袁规划常住
人口 31万袁就业人口 18万遥 距北京五环 100公
里袁距天津中心城区 20公里遥 近几年袁该区总体
规划尧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得批复袁市政专
项规划尧产业规划等基本完成袁土地确权工作全
部完成遥 毛振华

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将降低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袁并报国

务院批准袁自 12月 1日起袁我国将对部分消费品
进口关税进行调整遥

根据国务院要求袁自 2015年以来袁为满足居
民消费升级需要袁合理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的一般消费品进口袁 我国已陆续降低了部分服
装尧箱包尧鞋靴尧特色食品和药品等消费品的进口
关税遥 在此前降税的基础上袁本次进一步降低消
费品进口关税袁范围涵盖食品尧保健品尧药品尧日
化用品尧衣着鞋帽尧家用设备尧文化娱乐尧日杂百
货等各类消费品袁共涉及 187个 8位税号袁平均
税率由 17.3%降至 7.7%遥 吴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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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袁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离京前往布达佩斯袁 出席第六次
中国要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
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遥 这是中国总
理在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后首次访
问欧洲袁也适逢中国要中东欧野16+1
合作冶5 周年袁意义重大袁受到各方
广泛关注遥

自 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 16国
在波兰华沙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
来袁野16+1 合作冶已经历 5 年袁双方
关系快速发展袁在政治尧经济尧人文尧
地方合作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升
温袁取得丰硕成果袁成为中国与欧盟
区域合作的典范遥

一是政治互信大大增强遥 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普遍友好袁 彼此
尊重各自对发展模式的选择袁 坚持
平等对话和协商袁推动合作共赢遥双
方高层互访不断袁野16+1冶 框架下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会晤机制运
作良好袁还设立了合作秘书处尧投资
秘书处尧国家协调员会议尧经贸促进
部长级会议等机制遥

二是经贸关系更为紧密遥 2016
年袁中国与中东欧 16国进出口贸易
额达到 586.54 亿美元袁 同比增长
9.5%袁2017 年继续保持高增长势
头袁其中袁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增速
更快袁在欧盟对华出口中比重上升遥

三是金融合作走向深入遥 匈牙
利和波兰两国均加入了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袁 中匈两国实现本币互
换袁 多家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设
立分行袁从事存尧贷款以及人民币清
算等业务遥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互利共赢遥
中国设计建造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
德跨多瑙河大桥 2014年底竣工袁匈
塞铁路尧马其顿高速公路尧波黑斯坦
纳里火电站等项目正在进行遥

五是人文交流如火如荼遥 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间已开通 6条直航航
线袁双向旅游人数持续快速增长袁双
向留学人数也不断攀升遥

野16+1合作冶5年来的成就充分
表明袁这一合作机制符合双方利益袁
促进了各自发展袁 也丰富了中欧合
作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遥

当前袁 中东欧对华合作兴趣更
为强烈袁动力更为强劲遥 其一袁中国
的发展成就袁 特别是过去 5年来的
发展成就袁 给希望快速赶上西欧国
家生活水平的中东欧国家提供了经
验袁 他们特别希望能借鉴中国发展
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遥
其二袁中国进口容量日益扩大袁对外
投资能力日益增强袁 基础建设能力
日益强大袁对普遍希望扩大出口尧吸
引直接投资尧 改善基础设施的中东

欧国家来说袁 是决不能错过的经济
合作伙伴遥其三袁中共十九大报告指
出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础国策袁
积极促进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袁中
东欧 16国均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沿
线国袁 中国与中东欧经济发展有较
高契合度袁中东欧国家普遍对野一带
一路冶建设充满期待遥

展望未来袁 中国要中东欧合作
大有潜力袁双方可合力推动野一带一
路冶 建设与中东欧各国发展战略的
对接袁野16+1合作冶与中欧合作的对
接袁深化金融合作袁加快工业及科技
合作袁推进人文交流袁将中国要中东
欧合作做实做深袁提质增效袁促进双
方关系的全面发展遥

相信即将举行的中国要中东欧
国家第六次领导人会晤以及李总理
对匈牙利的正式访问袁 必将取得丰
硕成果遥 中国要中东欧务实合作也
必将在过去 5年成就的基础上继续
阔步向前袁进入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尧
深化的新时期遥 张健

中国—中东欧务实合作阔步向前

就业、社保扶贫政策
渊接上期冤
渊三冤乡村就业扶贫车间认定

办法及补贴政策
1尧乡村就业扶贫车间认定条

件
渊1冤 经工商注册并办理企业

营业执照遥
渊2冤 吸纳本市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 5人以上遥
渊3冤 贫困劳动力与企业签订

一年以上劳动合同遥
渊4冤从事服装纺织尧电子尧手

工工艺尧 农产品加工等生产或来
料加工业务遥

渊5冤在乡镇渊村冤的闲置土地尧

废旧房屋尧 闲置厂房创办扶贫车
间遥

2尧补贴政策
对在乡村就业扶贫车间就

业的本市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袁
给予每人每月 200 元的岗位补
贴遥

以上补贴享受期限最长不超
过 3年遥

个人岗位补贴资金按季度申
请袁 个人申请或车间申请要要要车
间所在乡镇劳保所审核要要要市就
业局审批要要要市财政局复核后拨
付至个人银行账户遥 咨询电话
2512651

渊四冤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
城乡居保代缴范围

2015年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列入政府代缴
范围袁每年每人政府为其代缴最低
标准 100元的养老保险费遥如果自
己已经缴纳了当年保费的可以叠
加享受遥 2017年通过比对审核了
市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的信
息数据袁最终确定符合城居保参保
条件的共 43952人袁并精准逐一地
将参保人员数据录入信息系统中袁
同时建立了相关台账曰实现建档立
卡贫困对象 100%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遥 咨询电话院农保局
业务科院0797-2536259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