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象牙令”全面实施
为加强对象的保护袁打击象牙非法

贸易袁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袁国务
院办公厅于 2016年 12月 30日发布通
知袁 宣布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全面
停止商业性象牙加工销售活动遥 日前袁
国家林业局发出通知袁要求对有关象牙
加工单位和销售场所按照截止期限进
行自查遥

国家林业局将会同公安尧 海关尧工
商尧林业等部门联合执法检查袁在全面
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活动后袁按照
职责分工袁开展常态化执法监管袁继续
加大对违法加工销售尧运输尧走私象牙
及制品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袁 重点查缉尧
摧毁非法加工窝点袁阻断市场尧网络等
非法交易渠道袁并广泛开展保护宣传和
公众教育袁 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理念袁营
造有利于保护象等野生动植物的良好
社会环境遥 寇江泽

天下 07
姻2018年 1月 3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702040090 号渊胡锦俞冤身份证遗失袁
特此声明遥
绎钟世球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袁证号院ZD003110049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80320001X号渊刘平冤身份证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江西容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所承建的 2013年对瑞金市一般小渊2冤型水
库除险加固 1 标段渊石子排尧杰古垇尧石龙
杰 3水库冤工程于 2015年 9月 30日竣工袁
现我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袁 负责处理该工
程项目债权债务等后续事宜袁 请与本项目

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见报日起
45天内持相关合同及证件向清算组申报袁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遥 联系电话 院
13507906892渊桂先生冤 0795-7777317

江西容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30日

清算公告

聚焦国际

在为期 3个月的全国海关
打击出口侵权行动中袁深圳海关
共查处涉嫌侵权案件 87宗袁查
获涉嫌侵权货物袁案值 764.9万
元袁案件数和案值分别占全国海
关野龙腾冶行动七成和五成以上遥

深圳海关法规处副处长袁

晴介绍袁除了专利权保护外袁此
次野龙腾冶行动与以往数次海关
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最大的不
同袁 就在于将保护对象特定为
野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冶袁也
就是说袁更多的野中国创造冶企
业在行动中受益遥 罗兰

回顾 2017年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袁
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鲜明主
线袁这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这一年袁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方面有两次重要阐述遥

第一次发生在国外遥 2017年 1 月
18日袁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袁习近平主
席发表题为 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曳的主旨演讲袁回答了中国为何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尧要构建一个什
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袁以及怎样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大基本问题袁明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的世界尧 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尧
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尧一个开放包容的
世界和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遥 这个演讲
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植
根于公认的国际秩序原则之中袁并使之
与联合国崇高事业全面对接袁凸显了中

国角色尧中国贡献尧中国担当袁产生了广
泛世界影响遥
第二次发生在国内遥 中共十九大报

告中袁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遥 这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袁把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袁
十分有利于统一思想并坚定行动遥

这一年袁中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成功变成全球性共识袁推动其多
次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袁取得历史性突
破遥 2月 10日袁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 55届会议通过 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
系的社会层面冶决议袁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遥 3月
17日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
题的第 2344号决议袁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 理念首次载入安理会决议遥 3月

23日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次会议
通过关于野经济尧社会尧文化权利冶和野粮
食权冶 两个决议袁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冶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
议遥 这若干个野首次冶均体现了国际社会
共识袁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
球治理的重要贡献遥

这一年袁中国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新平台袁共同谱写历史新篇章遥 一
是举办了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袁确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方共
同愿望遥 二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袁围绕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尧共同建设美好世界院政党的责
任冶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遥 三是建立
了南南人权论坛袁 倡导以合作促发展袁
以发展促人权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遥 这些新平台袁将承载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使命袁凝聚起共商共建的

智慧和力量遥
这一年袁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取得新进
展袁迈出历史新步伐遥 中国加强互联互
通和发展对接袁 妥善处理重大现实问
题袁依托多边合作机制袁多措并举袁着力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要东盟命运共同
体袁 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尧
中越命运共同体袁成效显著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体现了人类
共同的价值取向遥 回望 2017年袁中国以
实际行动袁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曰展望未来袁中国将继续为
人类社会作出实实在在的中国贡献遥

陈须隆

2017 中国制造业PMI稳中向好
国家统计局尧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 2017年 12月 31日联合发布数据袁12
月份袁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渊PMI冤为
51.6%袁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袁但仍
达到年均值水平遥专家表示袁2017年经济
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尧作用凸显袁
企稳态势巩固袁 向好发展态势进一步明
显遥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袁2017 年袁 制造业
PMI 总体走势稳中有升 袁 年均值为
51.6%袁 明显高于 2016年总体水平 1.3
个百分点袁制造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更趋明显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表示袁PMI指数连续 15个月保持在 51%
以上较高水平袁综合研判袁未来经济将保
持平稳运行遥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陈中涛
说袁从 PMI企业调查来看袁企业效益明显
转好袁有效带动了就业遥从业人员指数全
年各月均保持在 49%以上袁 处在近年来
的较高水平遥

优质高端供给增长对推动制造业整
体上升的作用日益突出遥 作为实体经济
发展新动能的装备制造业尧 高技术产业
稳步快速发展袁 其 PMI指数全年平均水
平分别为 52.7%和 53.4%袁 高于上年 1.7
和 1.4个百分点遥

调查还显示袁一些新问题尧新现象值
得关注遥伴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袁企业成
本有所上升曰 局部性和阶段性的能源与
原材料供应紧张曰 伴随着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尧创新发展袁出现了结构性的用工矛
盾遥 万通

上月 31日袁在浙江
省建德市兰江尧新安江尧
富春江交汇处的三都
镇袁 渔民正在举行一场
水上婚礼遥新郎孙浩强尧
新娘陈慧芬袁 曾经在三
都渔村客串表演渔民水
上婚礼袁一个演新郎袁一
个演新娘袁从 2013年开
始共演了 100场遥 2017
年的最后一天袁 第 101
场水上婚礼是真正属于
他们的婚礼袁 来自国内
外的亲朋好友共同见证
了这一时刻遥 徐 昱摄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全球共识

上月 30日袁野快递保尧 保快
递尧促民生冶会议在北京举行遥北
京市快递协会尧北京市邮政管理
局及来自北京市快递企业尧电商
平台尧传媒企业尧保险公司的 50
位负责人和代表与会遥

野快递保冶为每一位寄件人
提供一份免费保险袁旨在解决快
递行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服务

质量和安全问题袁保障消费者权
益袁帮助快递企业提升服务能力
与水平袁体现了野保快递尧促民
生冶的社会公益性质遥 野快递保冶
作为保险投保模式袁对落实快递
实名收寄安全制度也是一种有
益的补充方式袁 能够提高寄递尧
查询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袁消除安
全隐患遥 张惠

深圳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出口企业

“快递保”助力快递行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