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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非洲圆梦中国
近年来袁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以中国杂技类援外

项目为平台袁吸纳身体素质好尧怀有杂技梦想的非洲学
员来学习遥 自 2002年以来袁已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尧肯尼
亚尧坦桑尼亚尧苏丹尧南非等国家的 300余名非洲学员在
此学成归国袁从事杂技表演或杂技教育工作遥 图为 9月
2日袁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袁中非学员在交流活动中
合影留念遥 史自强摄

绎最高法 3日发布数据显示袁去年以网络手段进行
诈骗的案件增幅超过 70%袁通过改号软件尧微信进行诈
骗的案件增幅超两倍遥

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野绿剑 2018冶行动袁自 9
月 1日至 12月 10日在全国范围打击非法占用林地尧非
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遥

绎广西民政部门消息袁截至 3日袁持续强降雨已造
成当地 5市 14个县出现洪涝灾害袁13万多人受灾遥

绎市场监管总局约谈野饿了么冶等网络餐饮服务平
台袁要求在 1个月内完成对入网商户的现场核查遥

绎野高铁霸座男冶孙某被列入 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袁限制乘坐所有火车席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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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经瑞金市人民政府征兵领导小
组会议研究决定院以下应征青年批准
入伍袁现予以公示院
单位院象湖镇 66人
赖泽群 欧阳嘉鑫 张志宏 危振一
胡家成 赖超 刘曙光 许天豪
赖锦文 江鸿 张涛 邓晨逸
钟泽勇 廖人龙 胡锦艺 赖文涣
刘锦浩 杨胜杰 杨文祥 朱万铭
钟承 邹元浩 杨昌霖 杨人福
钟志勇 黄星 许鹏 胡振宁
杨鑫 张秉权 谢大文 钟炎辉
刘燊 杨俊萌 钟茂君 周琳滨
钟艺豪 赖涛 许济麟 钟衍鸿
曾鼎淇 郑季松 刘常民 杨磊
李杰 刘亮 谢文涛 钟标
胡阳春 鄢国强 胡景廷 钟超
刘海涛 曾嵘 卢熠 刘文俊
谢俊 吴书文 赵春龙 杨濠
罗承君 刘程 刘茂林 杨宁远
赖楠 曾海涛

单位院日东乡 8人
范焰 曾超勇 刘海燕 江涛
管城龙 李辉 陈旺 唐诗胜
单位院壬田镇 21人
张栩 陈志强 赖泽斌 刘国军
朱倍民 姜明万 朱林茂 朱家龙

钟鑫 杨涛 吴俊 钟龙
邓海源 谢林林 钟强 陈敏强
廖宏 朱振涛 郭名军 朱海明
杨焱
单位院叶坪乡 18人
黄钰山 谢彬 许路鹏 尹景巍
曾德贵 毛能强 毛小伟 钟俊辰
曾皓南 谢江全 谢礼平 杨泽军
宋贤琪 赖林 曾建洪 谢文涛
钟政权 华国梁
单位院沙洲坝镇 11人
刘嘉豪 杨威 杨文鑫 欧阳建财
吴佳明 钟帅琦 廖茗 詹明金
赖泽文 巫海强 李良成
单位院黄柏乡 12人
周嘉豪 刘鸿明 钟平安 谢文龙
林阳 刘洋 刘浩文 刘以强
刘俊 王鑫 廖文成 谢荣旺
单位院大柏地乡 3人
苏毅 赖水长 钟文彬
单位院瑞林镇 14人
陈金平 谢会荣 赖冬阳 陈嘉浩
张翔 陈宝林 谢俊涛 邹海冰
王聪 陈明 陈一文 李俊豪
王庚根 赖辉
单位院丁陂乡 5人
陈俊 陈凌红 陈企威 黄志伟
陈国伟

单位院冈面乡 7人
刘草原 罗云 钟阿平 陈斌
王保林 徐晓明 张保发
单位院万田乡 7人
宋涛 谢林 谢宗原 袁炜斌
钟斌 邓黎明 袁鑫
单位院九堡镇 21人
刘真萍 钟鸣 钟江山 钟远华
钟水金 刘水林 余俊鑫 钟文聪
王泽军 罗祥 钟屿峰 刘志伟
钟逍薇 朱兴文 王祖聪 刘金
钟宗庚 钟林峰 钟祥 刘成
朱操军
单位院云石山乡 14人
梁云山 温锦峰 林昌金 丁渊
赖飞鸿 钟天珏 梁钦宇 刘辉
刘家强 刘佳鑫 杨家诚 赖子敬
梁宏基 曾嘉隆
单位院泽覃乡 6人
杨泳申 朱蔚青 李磊 陈韶煊
刘龙 刘汉鑫
单位院武阳镇 12人
谢家辉 邹财权 张君 陈裕森
杨水平 陈俊辉 谢鸣飞 夏鑫
邹圣文 刘佳伟 钟迅驰 郑锦
单位院谢坊镇 9人
刘永明 刘永强 邹伟 邓国文
刘永文 邹涛 钟果山 钟海鹏

钟炳生
单位院拔英乡 2人
邱艳辉 刘明生
预备人员院19人
单位院象湖镇 4人
杨俊豪 钟豪杰 朱柳仲 王峻洋
单位院壬田镇 1人
钟鹏飞
单位院叶坪乡 1人
钟昌煌
单位院黄柏乡 2人
王强 杨荣强
单位院瑞林镇 1人
杨国龙
单位院丁陂乡 1人
李新煌
单位院万田乡 1人
谢威龙
单位院九堡镇 5人
钟水民 王志鹏 杨草云 刘建程
钟水灵
单位院云石山乡 2人
杨沣 杨水泉
单位院谢坊镇 1人
刘靖翔

以上人员如有疑问请拔打监
督电话 院8 354769,18079720789 谢 袁
17379713985朱

瑞金市 2018年征兵预定新兵名单公示

9月 3日袁参
加活动的人员在
抗日航空烈士纪
念碑前默哀遥 当
日袁 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3周年诵读活动
在南京抗日航空
烈士纪念碑广场
举行袁 社会各界
人士及烈士亲属
代表等 200 多人
在活动现场凭吊
中外抗日烈士 袁
诵读诗文袁 表达
对烈士的缅怀与
崇敬之情遥

孙参摄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袁 也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3 周年 遥 当日 袁
野1895~台湾大家族救亡图存冶特
展与 野铁证如山要要要吉林省档案
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展冶 双展联
合在台北旺旺中时大楼开幕遥

野1895 ~台湾大家族救亡图
存冶特展袁以雾峰林家尧丰原廖家尧
两岸丘家尧北埔姜家尧佳冬萧家尧
大龙峒陈家尧 芦洲李家等台湾大
家族抗日历史为线索袁 用大量珍
贵历史图文资料袁 展示了台湾人
民救亡图存的英雄事迹遥

雾峰林家后人尧 台湾抗日志
士亲属协进会创会会长林光辉
说袁1895年袁 清廷被迫割让台湾
后袁 台湾人民无时无刻不想赶走
日本人袁回归祖国遥之后 50年袁无

论是武装抗日尧非武装抗日袁雾峰
林家从未缺席遥他认为袁台湾大家
族很多都有在两岸参加抗战的历
史袁 说明两岸在历史上是连接在
一起的袁密不可分遥

芦洲李家的李友邦将军曾
在大陆创设 4 所台湾医院 袁并
领导台湾义勇队尧 台湾少年团
对日抗战遥 他提出野保卫祖国袁
守护台湾冶的口号袁认为没有祖
国袁台湾不可能守护遥 芦洲李家
后人李力群先生表示袁 研究了
解台湾的抗日历史袁 可以拉近
两岸的距离遥

此次特展还与吉林省档案馆
联合推出 野铁证如山要要要吉林省
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展冶遥

据介绍袁1945年 8月袁日本关
东宪兵队在投降前销毁大量侵华

档案袁 同时将未及销毁的文件埋
入地下遥 1953年 11月袁这批档案
得以重见天日袁并于 1982年移交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遥2014年袁吉林
省档案馆公布了其中的部分档
案遥

此次袁 吉林省档案馆挑选出
其中 74件珍贵档案袁通过这些日
军自己留下的侵华铁证袁 还原真
相袁 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
的不屈历史袁 也有力地回击日本
右翼势力歪曲尧 美化侵略历史的
荒谬言行遥

联合展览由中华两岸和平发
展联合会尧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
进会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尧
吉林省档案局尧 旺旺中时媒体集
团工商时报联合举办袁展至 9月 7
日结束遥 灵犀 孙立极

两岸联合办特展

重现抗战共同记忆

绎江西金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瑞金
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院91360781MA35HWGU4J袁 特此声
明遥

绎野中国共产党瑞金市瑞林镇下坝村
支部委员会冶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