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起袁一批新规开始实施袁将
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广泛影响遥

实行养老金中央调剂
国务院前不久发布的叶关于建

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的通知曳明确袁7月 1日
起正式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袁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袁
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袁对各
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袁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游钧表示袁建立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袁主要是在省际之间进行资金余
缺的调剂遥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当期
收支总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袁不
会增加社会整体负担尧不会提高养
老保险缴费比例遥

日用品降税力度空前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公告称袁自 2018年 7月 1日起袁降
低部分进口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
税率遥 此次降税力度空前袁 涉及

1449个税目袁平均税率由 15.7%降
为 6.9%袁平均降幅 55.9%遥 其中绝
大部分是消费者野海淘冶的热门商
品袁涉及食品尧服装鞋帽尧家具用
品尧家用电子尧日化用品和医药产
品等多个领域遥

流量漫游费正式取消
中国移动尧中国联通尧中国电

信三大运营商日前发布通知袁将于
7月 1日起正式取消流量漫游费袁
手机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
量渊不含港澳台流量冤遥这是对工信
部尧国资委发布的叶关于深入推进
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 2018 专项行动的实施意
见曳的具体落实遥 叶子 程雪梅

香港特区政府 7月 1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
会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1周年遥 升旗仪式在金紫荆
广场举行袁 各界代表和市民等共约 2400人现场观
礼遥同日袁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活动袁400只龙狮齐舞袁庆祝香港回归遥图为龙狮
队在庆祝活动上表演遥 秦晴摄

农民工工资支付督查 7月开展
据人社部消息袁 国务院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

部际联席会议近日发出通知袁 决定于 7月 2日至 31
日袁 在全国范围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
督查袁将党中央尧国务院关于治欠保支工作的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遥

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部际联席会议要求袁要
通过督查袁进一步夯实属地及部门监管责任袁有效整
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袁 推动解决一批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袁严肃问责一批
失职失责人员袁 确保治理欠薪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
效遥 叶紫

中国西部文化走进美国
野2018感知中国要要要中国西部文化美国行冶综合

文化交流活动 6月 2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拉开序幕遥

本次活动包括具有现代科技感的野光影印象冶图
片展尧野霓裳之美冶民族服饰展尧野丝路乐语冶民族乐器
展和野影像西部冶电影展等遥 活动从不同角度展示中
国西部的自然风光尧 民族文化尧 社会经济和人民生
活袁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和中国西部打开一扇窗口遥
据悉袁 此次系列活动还将于 7月 2日至 5日在佛罗
里达州迈阿密举行遥 张梦旭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合龙农家菜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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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9551,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合龙农家菜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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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9554,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合龙农家菜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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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9558,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合龙农家菜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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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9570,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刘水明持有的残疾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078119980315365X24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俊辉 渊身份证号院360781198609170013冤
持 有 的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遗 失 袁 编 号 院
360781011200002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京里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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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77568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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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赣州市博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60781MA35Q7Q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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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冬
连尧范露玉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
金市象湖镇红旗大道瑞福佳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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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号码院18970722290

赣州市博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
2018年 07月 03日

7 月 2 日 袁
在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袁
工作人员在给
刚出生的龙凤
胎大熊猫宝宝
其中的一只喂
食遥 当日袁记者
从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
获悉袁该基地大
熊猫 野庆贺冶成
功产下一对龙
凤胎大熊猫宝
宝袁大仔初生体
重 117援2 克 袁雌
性曰小仔初生体
重 140援8 克 袁雄
性遥

7月 1日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电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
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第 31届首脑
会议袁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
会议的召开遥

在贺电中袁习近平谈及今年 9
月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遥 展望这一峰会袁除了要野共商
中非合作发展大计冶野增进中非人
民福祉冶袁习近平还谈到要为野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冶遥 管中
窥豹袁 中国外交的大志向可见一
斑遥 世界各国越来越注意到袁中国
不只考虑单边尧双边尧多边利益袁还
为人类的命运和进步考虑袁为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着想袁这是中国对外
工作一个日益凸显的特点遥

这一特点袁 发源于中国执政党
的初心中遥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袁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袁 也是为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遥 中国共产
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作为自己的使命遥 中国人民愿同
各国人民一道袁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袁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遥

这一特点袁贯穿于中国外交实
践中遥日前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强调袁我国对外工作要牢牢把握
服务民族复兴尧促进人类进步这条
主线遥这与党的十九大精神高度契
合尧一脉相承袁对在新时代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服务
民族复兴的同时袁尤其重视促进人
类进步遥

这一特点袁包含在习近平外交
思想中遥 日前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恰逢其时袁意义重大袁影响深
远袁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袁为不断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遥 这一思想被总结为
10个野坚持冶袁其中不少内容与促进
人类进步直接相关遥 如野坚持以维
护世界和平尧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野坚持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耶一带
一路爷建设冶野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
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冶袁等等遥

这一特点袁体现在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冶倡议中遥 这一倡
议袁以维护世界和平尧促进共同发
展为宗旨袁 呼吁建设持久和平尧普
遍安全尧共同繁荣尧开放包容尧清洁
美丽的世界袁它对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有重要意义遥 这一倡议袁已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遥 野一
带一路冶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袁日渐成为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
际合作平台遥

展望未来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
指引下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坚持
为人民谋幸福袁 为民族谋复兴袁为
世界谋大同袁不断为促进人类进步
贡献中国智慧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
量遥 陈须隆

中国外交有大志向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18年 7月 23日

至 2018年 8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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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城东 S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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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日

七月新规 关乎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