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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钟翠华(身份

证 :362102197809196321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
钟翠华遥 成员院刘梦玲尧刘舒靖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宋建华(身份
证:36210219740305207X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
宋建华遥 成员院朱玉萍尧朱路萍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荣汉副食经营部杨荣汉
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
号院36078160019583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叶坪乡网诚电商综合经营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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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71415331, 发票号码 :
03862802,特此声明作废遥

通 告
为方便个体工商户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缴纳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袁实现缴费多渠道尧零跑腿袁瑞
金市社保局和赣州银行瑞金支行联合开发了微信缴
费平台遥从即日起袁凡在我市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尧灵活
就业人员尧 被征地农民等个体参保缴费人员续缴
2018年度全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6736.80 元)袁均可
以通过该微信平台缴纳遥 具体操作步骤为院参保人关
注官方认证的 野赣州银行财富管理中心冶 微信公众
号袁点击下方的野惠生活冶进入社保缴费袁输入社保编
码及姓名按照提示即可办理缴费遥 缴费成功后袁参保
人无需再到市社保局登记缴费手册袁工作人员会根据
微信缴费记录统一在信息系统记账遥 但缴纳 2017年

及以前的欠费尧2018年部分月份的养老保险费和新
参保人员缴费仍需要到市行政审批局社保业务经办
窗口办理遥 为了确保您的权益和缴费安全袁请您务必
关注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号 野赣州银行财富管理中
心冶袁 并确认收款单位为 野瑞金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冶袁谨防欺诈受骗遥 联系电话院瑞金市社保局 0797-
2522791,2532822;赣州银行瑞金支行 0797-2525025遥

瑞金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赣州银行瑞金支行
2018年 4月16日

当地时间 4月 11日上午袁在
英国伦敦乔治街一号会议中心袁
盖尔教育出版社国际常务董事特
里窑罗宾森拿到了他期盼已久的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二卷遥 特
里窑罗宾森全家都是这本书的粉
丝遥 他的妻子有一本葡萄牙语译
本袁 后来她还将这本书送给了远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父亲遥野习近
平主席粉丝遍全球遥 冶特里窑罗宾
森对记者说遥

当天袁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二卷多语种图书全球首发遥 自
2014年 9月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一卷出版发行以来袁 该书在全
球引起热烈反响遥 这本书成为全
球民众了解中国的金钥匙遥

学习中国经验的必读书

与特里窑罗宾森一起参加首
发式的还有他的同事袁 盖尔教育
出版社高级副总裁保罗窑盖佐罗遥
保罗窑盖佐罗说袁出版社决定给管
理层每人发一本 叶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曳第二卷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要
求主管经济等方面的高级官员认
真学习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遥 相
关领域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基本人
手一册遥

埃及中高层政府官员非常重
视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袁视之为
治国理政的案头册遥 相关部门负
责人在考虑学习中国经验之时袁

往往都会阅读阿拉伯文版的 叶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曳遥

野中国的理论是耶我们爷冶

法国拉加代尔旅行零售集团
是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一书的海
外代理商之一遥 在首发式现场袁其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伍德窑法布
尔向记者分享了这本书销售情
况遥 野第一卷的销售很火爆袁尤其
是在东欧地区以及波兰尧捷克尧阿
联酋等国家遥 今后我们会继续通
过全球销售网络发行这本书遥 冶伍
德窑法布尔说遥

一位名为奈姆窑特莱德的读者
留言说院野这是一本史无前例的好
书袁一定要将它放进你的书架遥 冶

很多国家的读者在不同场合
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会遥

4月 11日晚袁 英国王朝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西蒙窑霍沃
思在 Twitter渊推特冤上晒出了阅读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二卷的照
片袁 并评论说院野美国的理论是
耶我尧我尧我爷曰中国的理论是耶我
们爷袁是对人类社会负责任遥 冶

4 月 12 日袁看到图书首发式
的新闻后袁 曾任墨西哥驻华大使
的豪尔赫窑瓜哈尔多说袁野为了买
到这本书袁书店里排起了长队袁队
伍都延伸到了墙角遥所以袁我希望
这本书能继续扩大供应量冶遥豪尔
赫窑瓜哈尔多表示袁他很期待第三
卷问世遥

野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冶

一本中国书为何引发全球阅
读潮钥

在首发式现场袁 美国博古睿
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中川黎明向本
报表示袁 她有幸两次见过习近平
主席袁野习主席有强大的决心袁并
且十分有才智冶遥 习近平主席的领
袖魅力袁 让中川黎明忍不住去阅
读他的著作遥

中川黎明也表示袁野中国在世
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袁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冶遥 而叶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曳 被很多人视为了
解中国最直接的方式遥

野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耶中国
通爷袁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去过中国
几次袁 对中国文化和国情并不了
解遥 而这本书是了解中国体制尧市
场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最直接方
式遥 冶特里窑罗宾森说遥

愉快的阅读体验也是这本书
的吸引力所在遥 作为一位国际出
版商袁保罗窑盖佐罗很关注一本书
的翻译质量遥 野这本书翻译得十分
绝妙袁 在精准妥当重现原意的基
础上袁文字有滋有味袁读起来是一
种享受遥 冶保罗窑盖佐罗说遥潘旭涛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
日前表示袁美国解决贸易逆差问
题应该遵照经济规律尧野对症下
药冶袁 通过发动贸易战或以指令
形式来减少逆差的做法袁不会有
积极效果袁也与美国长期所倡导
的市场化原则背道而驰遥

徐辰说袁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不是中美贸易所特有的袁 多年
来袁美国在全球贸易中一直存在
逆差遥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是美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尧
或者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
状况决定的遥

近 20年来袁 美国一直处于
高消费尧低储蓄状态遥 美国圣路
易斯联储的数据显示袁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 美国的居民净储蓄
率袁即居民净储蓄在国民总收入
中所占比重袁一直低于 5豫袁有些
年份甚至为负数遥

徐辰说袁通过单边贸易保护
主义手段来减少逆差袁反而可能
导致美国内供需进一步失衡遥

徐辰指出袁中美贸易本质上
是两国利用各自比较竞争优势
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行为袁是
有效利用国家各项资源禀赋的

互补合作遥 在全球化时代袁这种
合作成为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
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遥

他强调袁美国推行贸易保护
主义必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利益袁
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征
收额外关税等同于向美国消费
者加税遥 事实上袁通过逆差流出
的美元被中国通过投资美国国
债等渠道回流美国袁压低了美国
国债筹资成本以及银行贷款利
率和房屋抵押融资成本等袁给美
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许多实
惠遥 王乃水

每年 3月之后袁 一批又一批鹭鸟成群结
队来到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象山森林公园遥
图为一对白鹭在空中起舞遥

美副总统称

已做好再次打击
叙利亚的准备

美国副总统彭斯 4 月 14 日在秘鲁首都
利马说袁 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
利亚的准备袁 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
采取的报复行动遥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的彭斯对记者说袁 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
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野极大成功冶袁打击
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遥 当被问及为
何美国不等有关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
采取军事打击袁 彭斯说袁野美国确信叙利亚政
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冶遥 他说袁叙利亚巴沙
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袁 将为此付出
野极大代价冶遥 裴剑容

加沙地带再起冲突

造成 1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

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士兵 4 月 13 日在
加沙地带边境爆发冲突袁 造成 1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袁另有 900多人受伤遥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言人阿什拉
夫窑卡德拉发表声明说袁当天的冲突造成 1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尧969人受伤袁伤者中包括 14
名医护人员和 3名新闻工作者袁 其中 1人伤
势严重遥 卡德拉说袁自 3月 30日以来袁巴以双
方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已造成 33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遥

杨媛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引全球关注

“习近平主席粉丝遍全球”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表示

美解决贸易逆差应“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