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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赖剑珍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096640袁特此声明遥
绎赖剑珍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09664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家和富侨养生会所遗失江
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
2 份袁发票代码:136071615331,发票号
码 :01277740尧01277746, 特此声明作
废遥

绎朱瑞香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
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贰份袁 发票代码:
136071415331, 发票号码 :02972132尧
02972135,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证号为

000798441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钟朋遥成
员院钟朋尧邓敏华尧钟翔尧钟飞尧钟思袁特

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004093689号渊王燕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玉珍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 院36210219810101004713袁 特此声
明遥

水墨雪村
在吉林省东南部袁有一个名闻遐迩的摄影基地要要要雪村松岭遥它

坐落于临江市花山镇袁海拔 1200米遥 这个村原叫山东屯袁后来许多摄
影人来这里创作袁就起名叫松岭遥 冬日的雪村宛如一幅中国水墨画袁
纯净透明尧安然宁静袁令人向往遥 徐鑫摄

2018年早春将至袁英国首相特
雷莎窑梅对中国的访问仿若野迎春冶
之行遥 这是特雷莎窑梅就任首相后
首次正式访华袁也是时隔 4年英国
首相再次正式访华遥2月 1日袁习近
平主席在会见特雷莎窑梅时强调袁
中英双方应顺应时代潮流袁结合两
国各自发展阶段和合作需求袁赋予
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涵袁共同打造
野黄金时代冶增强版遥

野黄金时代冶袁解读当前中英关
系发展的关键词袁内涵丰富袁深入
人心遥2015年 10月袁习近平主席对
英国进行野超级国事访问冶袁中英双
方同意构建面向 21世纪全球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袁开启持久尧开放尧共
赢的中英关系野黄金时代冶遥2016年
9月袁习近平主席同特雷莎窑梅首相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
间见面时袁 再次确认了中英关系
野黄金时代冶大方向遥 2017年袁中共
十九大胜利闭幕后袁 特雷莎窑梅致
贺信表示袁 期待将英中面向 21世
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
的更高水平遥

野黄金时代冶增强版袁离不开两
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遥 特雷莎窑梅
正在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得到
各界普遍关注袁各方均将此次访问
视为英国野脱欧冶背景下袁定调中英
关系发展方向的风向标袁关注中英
关系的野黄金时代冶如何续写新篇遥

特雷莎窑梅再三表示愿利用此次访
问进一步提升进入 野黄金时代冶的
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曰中英举行
年度总理会晤袁 决定要把握机遇袁
相向而行袁 共同推动中英之间的
野黄金关系冶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
速前行噎噎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
引领下袁深化野黄金时代冶的战略共
识进一步凝聚遥

野黄金时代冶增强版袁意味着更
为坚实的合作基础遥 一直以来袁各
界对于中英合作野黄金成色冶与野黄
金成果冶的讨论不绝于耳遥 英国政
府对野一带一路冶的表态尧中英在金
融领域的合作等不时占据各大媒
体头条遥 各方期待通过两国领导人
的深入互动袁勾勒出当前中英两国
合作的真实轮廓遥 特雷莎窑梅访华
期间袁两国签署经贸尧金融尧航空尧
海关尧卫生尧检验检疫尧智慧城市等
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曰中英企业
家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会议袁两国企业家从经贸合作角度
为两国政府提出咨询意见曰 特蕾
莎窑梅反复表明希望英中开展 野一
带一路冶合作袁中方明确表示已经
批准由渣打银行发行熊猫债袁愿意
加快野沪伦通冶准备工作袁愿适时审
视启动安排时间遥 丰硕的访问成
果袁充分体现了中英双方在处理具
体问题时开放包容尧相向而行的务
实态度袁也为中英合作进一步走深

走实铺平了道路遥
野黄金时代冶增强版袁关联着世

界未来的发展走向遥 一个月前袁特
雷莎窑梅在演讲中说院野我会致力于
保持英国与中国关系的 耶黄金时
代爷要要要不仅仅因为中国是重要的
贸易伙伴袁更是因为同为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袁中国作出的决定能和我
们的决定一起改变这个世界遥 冶 诚
然袁 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之际袁中
英在支持经济全球化尧反对保护主
义尧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尧应对
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
识更加突出袁利益更加契合遥 中英
两国在联合国尧二十国集团等框架
下袁进一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加强沟通与合作袁将成为共促
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遥

以中英领导人共同揭开两国
关系野黄金序章冶为开端袁两国平等
合作尧 互利共赢的成果层出不穷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英
国进入着力塑造 野全球化英国冶的
新时代袁双方携手打造野黄金时代冶
增强版的未来值得期待袁造福两国
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黄金成
果值得期待遥 钟声

2月 1日 18点 37分袁 武警新疆某部开展边境
巡查期间袁通过视频监控在北塔山边境一线铁丝网
周边发现 3只成年雪豹正在觅食遥 画面持续时间约
4个小时遥 据了解袁近期袁由于新疆昌吉州北塔山边
境牧区普降大雪袁气温降至零下 30摄氏度袁山区积
雪达到 1米多深袁雪豹只好下山寻找食物遥 在昌吉
州袁3只雪豹同时出现被人目睹或被视频拍到尚属
首次袁在新疆乃至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遥 雪豹是一
种濒危猫科动物袁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遥

日本发射世界最小运载火箭
箭体直径约 50厘米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渊JAXA冤2月 3日
下午从鹿儿岛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成功发射了
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全球最小型火箭 野SS-520冶
五号箭遥据报道袁该火箭全长约 10米袁直径约 50厘
米遥 日媒称袁此次发射是为了迎合全球对超小型卫
星低成本发射的高涨需求遥

根据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渊赣
新广报刊字[2018]4号冤文件精神袁瑞
金报社成立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小
组袁 对本单位 19人持有新闻记者证
人员进行年度核验袁 其中 18人核验
合格袁1人辞职注销记者证遥 现将通
过核验名单进行公示袁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遥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举报电
话院0791-83963551遥

通过新闻记者证 2017年度核验
名单院
袁南军 B36005455000001
邓 旋 B36005455000002
陈盛昌 B36005455000003
黄书文 B36005455000004
周建云 B36005455000005

温云高 B36005455000007
钟先海 B36005455000008
温庆本 B36005455000009
欧阳海华 B36005455000010
刘俊良 B36005455000011
朱 燕 B36005455000012
危永华 B36005455000013
赖长营 B36005455000015
夏 伟 B36005455000016
刘 芬 B36005455000017
郑 薇 B36005455000018
邹 婷 B36005455000019
温中申 B36005455000020
钟剑灵 B36005455000014 渊注销冤

瑞金报社
2018年 2月 5日

瑞金报社 2017年度
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打造中英“黄金时代”增强版

招聘大会信息
根据市政府安排袁 将于

2018年 2月 23日-25日渊正月
初八至初十冤袁在市博物馆广场
举办瑞金市 2018年春季就业
暨企业用工招聘大会袁 届时近
100 家企业参加现场招聘袁提
供 7000多个就业岗位遥欢迎用
工单位和广大求职者参加遥 咨
询电话院2522409/2512651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