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8年 4月 22日至 2018年 5

月 4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
出让江西瑞金经济开发区 P-1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详
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
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 4月 2日

铁路将实行
新运行图
4月 10日 0时起袁 全国铁路将实

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遥 运行图调整后袁
野复兴号冶动车组开行数量增加袁货运
能力进一步提升遥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袁此次优化调整列车运行图袁铁路
部门对客货运力进行了进一步科学优
化配置遥

一是安排增加 8对时速 350公里
野复兴号冶动车组列车遥 二是安排石济尧
胶济客专共增开动车组列车 6对遥 三
是安排西成客专增开动车组列车 2
对袁分别为郑州东至成都东尧重庆西各
1对遥四是增加货物快运班列及大宗物
资直达列车遥 五是加大大秦尧唐呼尧瓦
日等西煤东运尧 北煤南运主要货运通
道运输能力遥 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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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袁中国首艘民资打造小水线面双体型科
考船野沈括冶号在浙江温岭天时造船有限公司成功上
水遥 野沈括冶号设计总长 63米袁是一艘集多功能尧多技
术手段为一体袁满足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的
深远海科学调查作业船遥 据悉袁野沈括冶号上水后进行
了各类设备调试袁预计 7月交付使用遥 王达福摄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试运行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 4月 1日起进入试运

行遥 试运行期间袁内地铁路部门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渊港铁冤每日将安排多趟高速动车组往返于广州南站尧
深圳北站尧深圳福田站和香港西九龙站之间遥

港铁发言人对记者表示袁在新线开通前的试运行
阶段袁港铁会进行一系列测试袁包括车站控制系统测
试及信号系统测试等遥 因动车还需驶往内地段袁所以
港铁还将就此进行各项演习袁以确保动车开通时能安
全顺畅地运作遥

广深港高铁北起广东省广州市袁经东莞尧深圳到
香港袁全长约 140公里袁设广州南尧庆盛尧虎门尧光明尧
深圳北尧福田尧西九龙站等 7个车站遥 其中袁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全长 26公里袁 沿途不设站袁 终点为西九龙
站袁目前主要工程已竣工袁计划待各方面达到开通条
件后袁于今年年内开通运营遥 周雪婷

“一箭三星”发射成功
我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再添野火眼金睛冶

31日 11时 22分袁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
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袁以野一箭三星冶方式成功发射
3颗 2米/8米光学卫星星座 渊即高分一号 02尧03尧04
卫星冤遥11点 56分袁3颗卫星成功入轨袁为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和保护监管再添野火眼金睛冶遥

3颗 2米/8米光学卫星工程是我国民用空间基
础设施规划的首批业务卫星袁是根据国土资源调查监
测迫切需求袁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尧国防科工局
等部门的指导下袁由自然资源部渊原国土资源部冤主持
建造的遥它是我国自主建造并成功组网运行的首个民
用高分辨率业务卫星星座袁代表着目前我国民用遥感
卫星星座发展的最高水平遥它的成功发射运行将大幅
度提高山尧水尧林尧田尧湖尧草等自然资源全要素尧全覆
盖尧全天候调查监测能力遥 常钦

近日袁 为期一周
的野魔鬼周冶极限训练
在武警西藏总队训练
基地落下了帷幕遥 这
次 野魔鬼周冶 极限训
练袁突出问题导向袁强
化实战要求袁 连续 7
天完成体能尧技能尧战
术尧野外生存尧心里尧
智能六大类 40 多个
训练科目袁 旨在锤炼
特战队员坚韧意志品
质袁 培育顽强战斗作
风袁 不断强化练兵备
战的鲜明导向袁 全面
提升新时代打赢能
力遥 图为特战队员正
在进行红蓝对抗科目
训练遥 余文彬摄

中方决定袁自 4月 2日起袁对
自美国进口的 128 项产品加征
15%或 25%关税遥此举是中国运用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袁 平衡因美国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
渊即 232措施冤给我国利益造成的
损失袁 为维护我国利益而采取的
正当举措遥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当
地时间 3 月 22 日签署针对中国
野经济侵略冶的总统备忘录袁宣布
将就中国在钢铁尧 铝贸易和知识
产权方面的行为向 500亿美元的
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
税袁同时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遥
中国这一对等举措是对美方 232
措施的回应袁 更是对美方的警
示要要要

是悬崖勒马撤回保护主义措
施袁 还是继续一意孤行袁 悉听尊
便袁中方必定对等奉陪遥 中国不喜
欢贸易战袁但正义在手袁中国不得
不以战止战遥 如止不了战袁中国应
战便是遥

用通行的国际惯例衡量袁美
方 301调查报告中对中方的指责
是站不住脚的遥 须知袁中国实施的
技术转让条例袁 是完全参照 1985

年联合国技术转让条例渊草案冤而
制定的袁 而美国也参加了联合国
技术转让条例遥 中国的技术转让
条例显然符合国际惯例袁 何过之
有钥

不仅如此袁 按照通行的国际
惯例袁知识产权固然重要袁却也应
当防止被滥用遥 世贸组织叶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曳中袁本身就
有多项条款授权成员方采取必要
措施保护自己公共利益袁 防止知
识产权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
权袁 特别是鼓励向发展中国家转
让技术袁 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措
施遥

对照世贸组织相关条款袁审
视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这场 301调
查袁 它究竟是在防止滥用知识产
权尧 防止不合理地限制贸易对国
际技术转让造成不利影响袁 还是
完全相反袁明眼人不难作出判断遥

美国发动的这场贸易战袁不
仅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袁 也不符
合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迅猛
发展新兴产业的要求遥 事实上袁美
国不同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主
张存在显著差异袁迅猛发展尧扮演
了近二三十年国际经济发展技术

火车头的软件等产业相当多地主
张野弱保护冶袁制药产业则最强烈
主张野强保护冶遥 但制药业所要求
的过度的野强保护冶存在巨大伦理
问题袁 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走到了
野勒索面临死亡风险的患者冶的地
步遥

美国决策者口口声声希望鼓
励创新尧 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
基础袁但他们恐怕没有想清楚袁自
己到底是应该侧重保护创新更加
活跃的产业袁 还是不惜制造严重
伦理问题而片面听从创新没那么
活跃尧 对经济社会拉动力量没那
么强大的产业钥

经过数十年发展袁今日之中
国不仅有足够实力袁对开启贸易
战衅端的对方造成至少同等力
度损伤袁更有运用这种实力的坚
强意志遥 但贸易战归根结底不是
好事袁依靠贸易保护主义尧而不
是自我更新自我改革就能重建
本国实体经济部门袁更是十足幻
想遥 为避免两败俱伤袁幻想落空袁
开启衅端者撤回保护主义措施
才是上策遥

不知美国华府决策诸公袁有
此见识否钥

中止对美关税减让，是回应更是警示！
阴梅新育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107022618 号渊杨长汀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沃尔顿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 袁 发票代码 :
3600171320袁发票号码 :01031346袁特此声
明遥

绎朱宏兴持有的证号为瑞房权证象
湖镇字第 201200269号房屋产权证渊房屋
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红都大道瑞福佳苑
1-405号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91226264X号渊毛梦琴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瑞金市星锋建设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
91360781MA35KUSH9H冤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毛瑞文尧谢圣思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金都大
道九天御景北门对面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18507011197

瑞金市星锋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4月 3日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