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鄱阳县石门街乡农家服饰是一个年出口
50万件各类服饰的民营企业遥 近年来袁企业专门加
工制造各类服装袁俏销非洲各国袁实现年产值 2000
多万元遥 图为石门街乡农家女工正在赶制出口的服
饰遥 卓忠伟 邹明水摄

中美打造国际医疗服务平台
中国医师协会与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日前

在纽约举办第五届中国渊北京冤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暨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健康生殖服务平台论坛推介
会袁吸引诸多美国同行与会袁增进美方参展及与中
方医疗服务合作意愿遥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专委会主
委胡波表示袁中国首个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要要要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日前建成袁美国 FDA批
准药品尧器械可以第一时间在海南博鳌医院临床应
用尧美国医生可来该地医院出诊等优惠政策袁使中
国患者不出国门即可满足就医需求袁为吸引美国辅
助生殖医疗机构来华合作提供了更大平台和更多
机会遥 李晓宏

绎瑞金市小猪班纳童装店(普
通合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注册
号院36078131000238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小猪班纳童装店(普
通合伙)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袁注册
号院36078131000238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清川管业有限公司遗
失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 4份(已作
废)袁发票代码:3600162160,发票号
码 :00699532尧00699533尧
00699528尧00699529袁特此声明作
废遥

绎瑞金市沙洲坝镇百乐超市
遗失税务通用手工发票 渊三联百
元 版 冤 壹 本 袁 发 票 代 码 :
136071415331, 发票起止号码 院
03852776-03852800, 特此声明作
废遥

绎瑞金市坤鑫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
证袁 账号:1510018509000016144袁
核准号 :J4296000660702, 声明作
废遥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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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上午袁 陆军
第 75集团军某旅大礼堂
口号震天尧 气势如虹袁第
17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成立暨出征大会在这里举
行遥 维和分队官兵头戴蓝
色贝雷帽尧 佩戴 野UN冶臂
章袁庄严宣誓袁官兵们庄严
肃穆尧义无反顾的表情袁表
达了忠实履行使命尧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遥
应联合国请求袁根据

中央军委命令袁赴黎巴嫩
维和部队将于今年 5 月
下旬实施轮换遥 据悉袁第
17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共 400余人袁由多功能工
兵尧建筑工兵和医疗等分
队编成遥图为授旗仪式现
场遥 薛丹摄

中共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砥砺奋进袁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
体布局和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统
揽伟大斗争尧伟大工程尧伟大事业尧
伟大梦想袁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各
方面各领域的深刻巨变袁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袁中国进入了新时代遥

在新时代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成功探索袁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尧发展和
实践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
社会制度袁一种国家形态尧一种文
明形态袁 在新时代越走越宽广尧越
走越顺畅袁社会主义野中国之治冶与
资本主义野西方之乱冶形成了鲜明
对比遥

近些年袁美英等选举政治落入
民粹主义泥潭袁 面对社会难题袁一
味迎合选民袁过度承诺尧空头承诺
层出不穷袁政党政治日益落入野否
决政治冶怪圈袁治理效能整体低下遥
特别是某些国家新领导人上台以
来袁鼓励民族主义尧民粹主义尧贸易

保护主义袁 掀起逆全球化的浪潮袁
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分化袁在实现
野有效治理冶方面可谓步履维艰遥

相反袁 中国始终保持政治定
力袁履行政治承诺袁坚持改革开放袁
以积极的心态顺应时代和历史潮
流袁集中共识和力量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尧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袁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尧开创性历
史成就袁发生深层次尧根本性历史
变革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完善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获得显著提升遥

以往野向西方取经冶的国家袁现
在纷纷野向东看冶袁关注中国经验遥很
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惊讶
中共是如何把这个拥有 13亿多人
口的大国治理得如此有序尧 安全和
繁荣袁 不少政党包括西方政党的领
导人表达对中共治理能力的钦佩遥

在新时代袁中国在世界上高高
扛起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袁驳斥了
所谓的野历史终结论冶袁使科学社会
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
活力袁 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
涵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遥 一个

醒目的现象是袁如今很多人要研究
马克思主义尧研究社会主义袁首先
想到的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尧研究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遥

其实袁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
来袁信奉它的政党为数不少袁可为
什么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产生
这么大的效应和影响钥 原因很清
楚袁即中国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而不
是教义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尧 历史文化传
统尧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袁在实
践中不断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袁从
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获得新
的滋养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袁我们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观察时代尧解读时代尧引领时代袁用
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
马克思主义发展袁使社会主义之于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优势尧制度优
势更加彰显袁让马克思尧恩格斯设
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
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遥 张广昭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亲爱的市民朋友院
衷心感谢您对瑞金法院工作的理解

与支持浴正是因为有您的支持袁瑞金法院
的各项工作才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遥
2017年袁我院涉诉信访尧审判管理等 11
项工作袁钟同锋等 16名个人获得瑞金市
委和上级法院表彰袁叶坪法庭尧城郊法庭
分别荣立 野集体二等功冶 和 野集体三等
功冶遥过去一年袁我们紧紧围绕野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冶的目标袁持之以恒抓队伍建设尧抓
审判质效尧抓基层基础尧抓攻坚野基本解
决执行难冶袁 等等遥 全年受理案件 7750
件袁审结 4273件袁执结 3004件遥 员额法
官人均结案 234件袁结案率 93.9%袁分别
位列赣州市基层法院第五名和第四名遥
2018年袁我们将在市委的领导下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以群众满意
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袁 努力践行司法为
民宗旨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袁提高工作效
率袁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遥 为此袁特向社
会作出如下承诺袁敬请监督遥

一尧坚持公正司法袁维护公平正义遥
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袁 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袁积极参与野扫黑除恶冶

专项活动袁从严从快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袁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遥 依法稳妥审理各类
民事尧行政案件袁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遥 攻
坚打赢野基本解决执行难冶这场硬仗袁及
时兑现胜诉当事人权益遥 进一步强化审
判管理袁确保案件速审速结袁并彻底杜绝
超审限案件袁如有违反袁一律从严查处遥

二尧优化司法服务袁方便群众诉讼遥
大力推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袁
保证人民群众在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一次
性办结所办事项袁 真正让群众感受司法
的便捷遥扎实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尧委派调
解袁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袁推动矛盾纠
纷尽快妥善化解遥加强基层法庭建设袁实
行法庭人员驻庭常态化袁 确保多数民事
类纠纷在基层法庭及时得到解决遥

三尧改进司法作风袁提升服务水平遥
强化服务意识袁热情接待群众来访袁推行
首问负责制袁 由首位接待群众的干警负
责帮助落实群众诉求遥 落实信访回复制
度袁对群众来信来访限时办结袁并做到及
时反馈回复遥强化纪律保障袁凡被有效投
诉人员袁一律取消评先评优资格袁并视情
节轻重袁调整工作岗位或纪律处分遥

四尧 推进司法公开袁 接受群众监

督遥 大力推进野智慧法院冶建设袁推行电
脑随机分案袁从源头预防人情案尧关系
案尧金钱案的发生遥 用好 12368诉讼服
务平台袁 及时以短信向当事人同步推
送案件办理流程节点信息遥 扩大庭审
直播尧文书上网尧审判流程及各类司法
信息公开范围袁方便群众对审判尧执行
全程监督遥

五尧从严管理队伍袁确保司法廉洁遥
按照政治尧业务尧责任尧纪律尧作风野五个
过硬冶的要求袁推动从严治党尧从严治院
纵深发展遥强化监督执纪袁注重从案件电
话回访尧信访投诉举报尧干部日常作风中
发现问题袁抓早抓小尧防微杜渐遥 对涉及
到的司法不廉不实问题袁发现一起袁查处
一起袁 绝不姑息迁就袁 建设一支让党放
心尧人民满意的法院干部队伍遥

亲爱的市民朋友院 真诚欢迎您对我
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袁 我们一定认真
研究袁并及时向您回复遥联系电话院0797-
2520286袁邮箱院rjsrmfy@163.com遥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浴

瑞金市人民法院
2018年 5月 7日

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8年 5月 28

日至 2018年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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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幼儿园
西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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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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