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9日袁2018年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吉祥物野福狗迎
春冶在地坛公园西门内正式亮相遥 今年地坛春节文化庙会
会期为 2月 16日渊正月初一冤到 20日渊正月初五冤遥 图为
北京地坛公园南门外被红灯笼装饰得十分喜庆遥 罗晓光

摄

我国近 5年新设企业 2100万家
国家工商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袁最近 5年袁我国新设

市场主体 7292.9万家袁新设企业 2160.9万家遥 大众创业尧
万众创新热潮涌动袁有力支撑了就业和创新发展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生效袁制度环境不断优化袁障碍藩篱不断打破袁市
场活力不断释放袁新动能不断集聚遥 创新创业对稳增长尧
调结构尧促就业的作用日益显现袁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遥

目前袁我国野众创空间冶已超过 4200家袁服务企业数量
超过 12万家袁融资超过 55亿元遥 野双投冶规模日益壮大袁
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已经超过 760亿
元遥 创新创业主体袁特别是领军企业尧高校院所尧创投机构
和广大创客群体热情高涨遥 姜琳

中非双方共同驳斥西方媒体谣言
外交部长王毅 8日同来华访问的非盟委员会主席法

基举行中国原非盟第七次战略对话后共同会见记者遥 有记
者问及西方媒体炒作所谓野中国借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对非
盟窃听冶事袁法基和王毅相继作出批驳遥

法基说袁非盟总部会议中心是中方慷慨援建的袁个别
媒体选择在非盟峰会召开前夕爆出这样的消息袁 绝非偶
然袁完全是制造谎言袁挑动是非遥 非盟认为中方不可能也
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遥 中非关系不可动摇袁非盟与中国
当前的共同任务是加强合作袁增进双方人民福祉遥 野这样
的谣言绝不会损害中非关系袁也不会让我们分心遥 冶

王毅表示袁我们赞赏法基主席严正批驳西方媒体的不
实之词遥 非盟会议中心是中非友谊的象征和中非合作的
结晶袁不容任何人尧任何势力玷污遥 中方是无私的援建方袁
非盟和非洲国家是使用方袁双方合作情况怎么样袁最有发
言权的是非盟和非洲的兄弟姐妹遥 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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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由中国陕西省文物局与
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共同举
办的 野秦始皇和兵马俑展冶9日
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正式开
幕遥 这是兵马俑时隔 11年再次
在英国展出遥 据主办方介绍袁本
次参展展品共 125件 渊组冤袁其
中 120件渊组冤为文物展品尧5件
渊组冤为辅助展品遥 展览内容以
大型秦代兵马俑为主袁 兼有春
秋战国及汉代的陶器尧青铜器尧
金银器尧玉器等遥 展品历史跨度
近千年袁 集中展现秦在统一中
国前后袁 以及汉代的政治尧经
济尧军事尧文化等社会面貌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月 7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袁请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小鹏尧副部长刘小明介
绍野四好农村路冶建设和交通运
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袁
并答记者问遥

李小鹏介绍说袁 到目前袁全
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 396
万公里袁99.2%的乡镇和 98.3%的
建制村通了沥青路尧 水泥路袁
99.1%的乡镇和 96.5%的建制村
通了客车遥 6亿农民 野出门硬化
路尧抬脚上客车冶的梦想正在成
为现实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不
断增强遥

野四好农村路冶 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总结提出尧亲自推动实
践的一项民心工程尧 民生工程袁
也是德政工程遥 这野四好冶即建设
好尧管理好尧养护好尧运营好袁这
叫野四好农村路冶遥 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超过
了 127万公里袁 一共解决了 406
个乡镇尧6 万多个建制村通硬化
路袁每年新增通客车的建制村有
5000个以上遥 与此同时袁还把保
证农村公路的安全放在重要的
位置袁作为一件大事情来抓遥 五
年来袁 全国累计完成投资 556.3
亿元用于农村公路的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和危桥改造遥 通过对这
些危桥尧危路的改造袁农村公路
更加安全袁农民兄弟出行也更安
全遥

李小鹏说袁交通运输部始终
将贫困地区的农村公路发展作
为重中之重袁 坚持项目优先安
排尧资金优先保障尧工作优先对
接尧措施优先落实遥 特别是考虑
到贫困地区财力薄弱袁加大了资
金支持的力度袁提高了中央资金
补助的力度遥 比如袁原来在西部

的贫困地区建制村通硬化路袁中
央补助的标准在野十一五冶时期
是 20万元/公里袁到野十三五冶已
经提升到 60万元/公里袁 提高了
标准袁加大了投资袁总的资金量
也增加了遥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野十三五冶 期间已经累计安排中
央资金超过 2700亿元来支持贫
困地区的农村公路建设袁仅 2017
年就投入了 700多亿元遥

五年来袁贫困地区交通基础
设施大幅度改善袁 农村地区有 6
万个建制村通了硬化路袁 在这 6
万个当中有 4.5万个属于贫困地
区袁占了 75%遥 到 2017年底袁贫
困地区 98.45%的乡镇和 96.87%
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遥 另外袁还
改造建设了 4万公里的资源路尧
旅游路尧产业路袁这些路对贫困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尧农民脱贫致
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严冰

6亿农民出门全是硬化路

野香港被日军攻陷的三年
零八个月袁 是香港开埠以来重
要的转折点遥 而香港人民奋勇
抵抗日军袁不愿屈服的历史袁也
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得遥 冶香港地
方志办公室主任尧 岭南大学教
授刘智鹏在香港 野沙头角抗战
纪念馆冶新闻发布会上说遥

为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
大队和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
的贡献袁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决
定在香港沙头角设立香港首间
抗战纪念馆袁 并于 7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纪念馆的相关内
容和规划遥 东江纵队老战士尧老
战士后人尧香港立法会议员尧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等香港各界人
士前来参加发布会遥

多位抗战老兵共聚一堂的
情形袁 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
1941年 12月袁日军攻占香港的
时刻遥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尧活
动在广东一带的抗日游击
队要要要东江纵队与此同时也进
入香港抵抗日军遥 1942年 2月袁

东江纵队在香港成立港九独立
大队袁 并吸纳香港居民加入其
中遥 此后袁港九独立大队成为香
港抗日的中坚队伍袁 在打击和
牵制日军尧 营救盟军飞行员和
为盟军提供情报等方面贡献良
多遥

多年来袁 香港一直没有实
体的抗战纪念馆记录这段历
史袁 而这段黑暗而艰苦的岁月
也成了不少香港青少年历史观
念中的野真空地带冶遥 为弥补这
一遗憾袁 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
究会尧 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
士联谊会尧 新界社团联会和新
界青年联会等多个香港民间团
体倡议设立专门的抗战纪念
馆遥

香港抗日老战士林珍对记
者说袁 希望纪念馆未来可以成
为香港的青少年教育基地袁通
过了解这段历史袁 让他们形成
正确的历史观和家国观念袁也
希望香港的抗战历史被人们永
久铭记遥 周雪婷

香港设立抗战博物馆

遗失声明
本人梁玉连 (身份证号码:

362102197605064220冤 于 2016
年借给梁念荣 (身份证号码 :
362102197302114235)人民币壹
拾肆万伍仟元整(预:145000元)借
条遗失袁特此声明该借条作废遥

声明人:梁玉连
同意:梁念荣

2018年 2月 11日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快乐鱼餐厅遗失江西省赣州

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壹份袁 发票代码 :
136071615331,发票号码:01305410,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朱福建 (身份证:
362102195808010039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朱福建遥
成员院王冬香尧朱国祥尧朱国宏尧文苗尧朱路遥尧朱文
茜尧朱文浩袁特此声明遥

绎朱利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94485袁特此声明遥

绎罗敏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59929袁特此声明遥

绎罗敏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59929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阿三鞋服店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袁注册号院360781600152917袁特此
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411101068号渊刘路苑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