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瑞金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袁注册号院91360781MA364MHM8R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袁注册号院91360781MA364MHM8R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福源大药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票号码:03978178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盾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
03928014袁特此声明遥

绎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64130袁发票号码:
06657567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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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革命烈士纪念馆袁 工作人员拿出珍藏
的叶醴陵英烈曳一书袁一位位烈士的传略记载在泛黄
的纸张上遥 野身先士卒尧驰骋沙场尧英勇善战尧屡建殊
功冶的红 7军将领李谦袁以其 22岁的年轻生命袁在历
史上留下了短暂而绚烂的一笔遥

李谦袁原名李隆光袁湖南醴陵人遥 1909年出生于
醴陵县城一个店员家庭遥 1920年袁考入县立中学袁受
到进步思想熏陶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遥 和同学成
立野社会问题研究社冶袁抨击时弊袁提出救国救民主张遥

1924年春袁李谦和左权等同学离开家乡袁考入广
州陆军讲武堂袁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遥 同年秋袁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袁成为中共黄埔支部成员遥

1925年袁李谦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遥 他主动请
战袁协助野奋勇队冶队长率领队员爬梯攻城遥 7月编入国
民革命军第 1军袁任连长遥 1926年调第 6军 19师任营
长袁参加了北伐战争中攻克南昌尧南京的战役遥 因战功
卓著袁1927年 4月升任第 6军 19师 2团团长遥不久袁赴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遥

1929年 5月李谦回国袁 奉中共中央指示到南宁袁
任广西第 4警备大队副大队长袁 协助大队长张云逸改
造部队袁训练中下级军官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遥
12月参与组织百色起义袁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袁中
国工农红军第 7军 1纵队司令员袁参加创建右江苏区遥
1930年 4月底率部参加攻克黔东榕江县城的战斗遥同
年 11月部队在河池整编袁任红 7军 20师师长遥 在敌
人大军野围剿冶之下袁李谦率部转战湘粤边界地区袁时
而奔袭袁时而固守袁时而杀回马枪袁攻城略地袁出奇制
胜遥 他不仅作战勇猛顽强袁机智灵活袁而且在斗争最艰
难困苦的关头袁总是用坚韧不拔尧吃苦耐劳的忘我革
命精神和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模范行动袁来鼓舞部队士
气袁使红 20师越战越强袁成为红 7军中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遥

红 7军在北上转移途中袁由于连续作战袁伤亡较大袁1931年
1月部队进行缩编袁李谦任红 7军 58团 1营营长遥2月 3日部队
在粤北乳源梅花村被国民党军包围袁 他指挥部队英勇反击袁连
续打退敌人的 8次进攻遥 后率领一个排追击逃敌袁战斗中壮烈
牺牲袁年仅 22岁遥

巍巍青山埋忠骨遥 在粤北的大山深处袁村民廖文成当时受红
军之托袁将李谦的遗体掩埋于自家屋旁遥 从此袁廖氏祖孙三代人看
护着烈士之墓袁一守就是 80多个春秋遥 2010年袁李谦烈士墓被迁
入乐昌梅花镇的红 7军革命烈士纪念园袁廖文成孙子廖聪济成为
纪念园管理员袁继续守护着烈士英魂遥 白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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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先生院
重庆违教袁忽近四年遥 仰

望之诚袁与日俱积遥 兹者全国
革命胜利在即袁 建设大计袁亟
待商筹袁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
致候袁专诚欢迎先生北上遥 敬
希命驾莅平袁 以便就近请教袁
至祈勿却为盼浴 专此遥

敬颂
大安浴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 1949年 6月
19 日亲笔写给宋庆龄的书
信遥 这封信全文只有 109字袁
却堪称古今中外政界书信往
来之绝唱遥 通过这封信袁毛泽
东既简约明晰地表达了邀请
宋庆龄赴北京共商大计之意袁
又以最高的规格表达了对宋
庆龄的敬重和仰望遥 可以说袁
其简约袁以至于每个字都得到
精确驾驭曰其准确袁以至于每
个词都精准达意曰 其恭敬袁以
至于每句话都饱含浓重的敬
意遥宋庆龄见信后袁非常感动袁
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遥 随后袁宋庆龄在第

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遥 从此袁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里袁
她一如既往袁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遥

该信的写作堪称完美遥此
时袁毛泽东对文字的驾驭和运
用袁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遥 信
的内容一看即明袁在此诚不必
赘述遥仅从三个方面表达品读
此信的体会院

第一袁满载对宋庆龄的崇
敬遥 野先生冶野教冶野仰望冶野亟待
商筹冶野趋前致候冶野敬希命驾
莅平冶野请教冶野至祈勿却为
盼冶袁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袁都
饱含写信人对收信人的敬意遥
如此表达袁宋庆龄读后不仅能
体会到其中的尊崇袁也能感受
到毛泽东至高的政治素质尧道
德涵养和文字素养遥 还有袁毛
泽东有高深的书法功底袁但由
于公务繁忙他写的信经常有
勾勾划划的地方遥 但是袁这一
封信则是极其用心地书写或
誊写而成的袁 连一个错字尧一
个墨点都没有袁是一副野毛体
书法冶精品遥 这封亲笔信本身

是思想创作和艺术创造的统
一体袁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宋
庆龄的格外尊重遥

第二袁专门特派邓颖超同
志野趋前致候冶野专诚欢迎冶袁既
符合礼仪袁又体现出十分的恭
敬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叶宋庆龄往事曳介绍袁在毛泽东
撰写该信的隔日袁周恩来就邀
请宋庆龄北上也撰写了一封
信袁毛泽东还专门在周恩来的
这封信上改了一个字院把野略
陈冶改为野谨陈冶遥 就这一处修
改袁尽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尊
敬遥

第三袁虽不着一字却蕴含
了对新中国未来的高度负责遥
信中袁没有专门词语展示胜利
在即的喜悦袁也没有专门语句
展望美好的未来遥 但是袁今天
我们却能够从行文之间袁在读
出其对宋庆龄的诚恳邀约和
十分敬意同时袁理解到毛泽东
对于向宋庆龄野请教冶野建设大
计冶的高度重视遥而这袁恰恰流
露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抱负尧
高度负责和美好憧憬遥这也是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好
初心的一种展现遥 富力

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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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项目 依据条款 扶持标准 申请资金 备注

1 国家油茶种植标准化示范区

管理办法第七条第 1 款院 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油茶示范基地袁 一次
性分别给予实施单位或个人 50
万元扶持遥

国家级 50万元扶持 50.00 野国标委农渊2017冤16号冶文件

2 企业贷款贴息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 2款院 鼓励引进油
茶加工新技术尧研发新产品袁延长产业
链袁 企业贷款可以享受银行信贷贴息
扶持政策袁 即按基准利率 30%的比例
给予贴息扶持袁最高不超过 50万元遥

按基准利率的 30%给予贴息扶持袁最高 50万元遥 42.45
2017年公司银行贷款 5060万元袁按
基准利率 4.35%计算袁 共支付利息
141.5025万元遥

3 新购油茶鲜脱壳尧干燥尧保鲜设备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 1款院 对新购国
内领先技术设备袁且安装投产的袁按
购买价格的 30%给予补助袁 一套设
备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遥

按购买价格的 30%进行补助 61.31
2017 年设备购置合计金额 204.37
万元遥 附设备采购合同袁发票袁支付
凭证遥

合 计 壹佰伍拾叁万柒仟陆佰元整渊预院153.76万元冤

评审时间院2018年 7月 3日 单位院万元

参加评审部门院
经开区院 财政局院 发改委院 科技局院 工信局院 税务局院 市场监督局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