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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市合盛装饰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60781MA37RGLX3L)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
组渊成员院胡小勇尧刘悦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岗背村岗背小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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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号码院13617979530
瑞金市合盛装饰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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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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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瑞金市宝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院9136078134324607XC冤经股东会决定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
清算小组渊成员院刘保成尧赖裕金冤袁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
画龙岗日景国际花城 5#-1-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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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保成 联系电话院18679718666

瑞金市宝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5月 7日

瑞金市宏兴铝业有限公
司公章壹枚遗失袁 特此声明
作废遥

近日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日本出席第
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遥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
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袁 中日韩加强合作不仅
是三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袁 也是地区国家和国
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遥 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形成了一批制度化合作成果袁 是为促进亚洲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的新努力与新贡献袁 三国
共同努力书写合作新篇章的势头正猛袁 风头
不减遥

回顾历史袁中日韩三国合作来之不易遥中
日韩三国于 1999年 11月在野东盟与中日韩冶
渊10+3冤框架内开启了接触与合作曰2008年 12
月袁三国首次在 10+3框架外举行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遥然而袁三国之间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
风顺袁受三国外交关系波动的影响袁中日韩合
作机制时有间断遥 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召开后时隔三年半才召开 2015年的
第六次会议袁 此次则是时隔两年半才再次举
行第七次会议遥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袁也为了地
区国家发展的共同期待袁中日韩抓住契机袁适
时召开领导人会议袁显示了三国共同努力尧合
作发展的信念遥
聚焦当下袁中日韩三国合作时机关键遥此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袁 中日
关系转圜尧朝鲜半岛形势转暖袁为三国领导人
会议的和谐召开提供了内在动力袁 是各方共
同努力的结果曰 而世界经济向好的同时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袁 则是三国领导人会见需要重
点应对的外部环境问题袁 是各方共同努力解
决困难的方向遥
首先袁 中日关系回暖意味着中日韩合作

具有了更坚实的野压舱石冶遥 中国和日本分别
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袁 其合作的经
济红利应有较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遥 但前些
年两国关系风雨不断袁矛盾频发袁高层互访中
断袁经贸往来逐渐下降遥近来日方在对华关系
上释放出重要的积极信号袁 加之今年是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周年袁两国迎来关系改

善向好的契机遥中日新的合作正在拉开序幕曰
而中日关系的稳定又为中日韩机制的向前推
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其次袁 朝韩关系破冰使中日韩合作发展
的稳定因素有所增加遥 朝鲜半岛对于中日韩
三国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遥 地区环
境稳定性的提升是地区发展的一大重要保
障袁 半岛局势缓和并重回谈判轨道离不开中
日韩三国在半岛问题上的持续努力与密切合
作遥

此外袁 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是中日韩三国需共同应对的挑战遥 中日韩同
为贸易大国袁并同处于东亚生产价值链上袁具
有相对一致的地区利益遥 面对共同的外部挑
战袁 中日韩三国抱团取暖的需求自然有所上
升遥

展望未来袁中日韩三国合作前景光明遥此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了诸多有效共识袁
形成了诸多制度化成果遥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袁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多项中国倡议得到了响
应袁其中最突出的是要建立野中日韩+X冶合作
机制袁联合拓展第四方市场袁而这正是发挥三
国互补优势尧拓展合作外延尧满足合作方发展
需要的有益选项遥

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中日韩三国已有比较坚实和制度化的
合作基础袁 既有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果遥 未来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果袁还需要
中日韩三国共同努力袁引领扩大共同利益袁
密切管控化解分歧袁 使中日韩合作进一步
成为带动东亚地区发展的强劲引擎遥

黄大慧

中日韩共同书写合作新篇章

5月 10日袁 首列巴彦淖尔临河至伊朗德黑兰的中欧
班列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站发出遥 据了解袁该
中欧班列全列编组 50车袁 装载约 1150吨河套优质葵花
籽袁由中国霍尔果斯出境袁至伊朗德黑兰袁全程共计 8352
公里袁运行 15天遥 张枨摄

中日签署社会保障协定
中国和日本于近日签署社会保障协定遥 中日政府间社

会保障协定谈判于 2011年正式启动袁 双方于 2018年 1月
共同对外宣布实质性结束谈判遥 日本将免除中国在日本投
资企业的派遣员工尧船员尧空乘人员尧外交领事机构人员和
公务员缴纳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的义务袁 中国将免除日本
上述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义务遥

人社部官员表示袁 协定的签署将有效维护两国在对方
国就业人员的社保权益袁 减轻双方企业和人员的社保缴费
负担袁 进一步便利两国经贸和人员往来遥 中国已分别与德
国尧韩国尧丹麦尧芬兰尧加拿大尧瑞士尧荷兰尧法国尧西班牙尧卢
森堡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障协定遥 叶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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