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7 日 11
时 15分袁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海洋一
号 C星遥 该星将进
一步提升我国海洋
遥感技术水平袁对
我国研究海气相互
作用尧 提高防灾减
灾能力尧 开展全球
气候变化研究尧解
决人类共同面临的
全球气候变暖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袁
将开启我国自然资
源卫星陆海统筹发
展新时代袁 助力海
洋强国建设遥

郑逃逃 摄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002254733号渊杨永龙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百家乐门业店遗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
通用手工发票壹份 渊第七联冤袁 发票代码:136071615331, 发票号码:
02373207,特此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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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市安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360781MA37U2Y04W)经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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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平尧
王黎明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黄柏乡瑞兰村桅杆小组栋
子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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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刘九平
联系电话院13263074766

瑞金市安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9月 10日

遗失声明

渊上接第 6版冤邱坑到了袁并没有觉得远袁也完全
没有行路难的感觉遥 一番治水尧改电尧修路尧架网噎噎
之后袁这个远近闻名的穷村真的变了遥

土坯房该拆的都拆了袁能修的都修了要要要外墙刷
成赭色袁内墙刷成白色袁屋顶盖上灰蓝的琉璃瓦袁院子
外面筑道篱笆袁在院子一角建一个水冲式厕所袁大山
怀抱里的这些农家小院美得低调内敛却隽永遥通组公
路尧林区公路尧入户道路修通了袁毛竹尧山货欢畅地往
山外跑袁滚滚的财源涌进来遥前不久袁契头小组的刘思
明一口气卖了 18车毛竹袁赚回 4万多元浴 移动尧电信
的通信基站一建袁手机信号立刻满格袁山里的宝贝又
搭上了电商的快车遥

路通了尧网通了袁陈运娇野半岭有家冶的梦想也实
现了遥

陈运娇是邱坑村半岭组的媳妇遥 20多年前袁她嫁
到半岭袁新郎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遥之后袁她跟随丈夫
定居东莞遥前些年袁公公去世了袁半岭那座土坯房因为
没人照看袁几乎要塌了遥 每次聊到这些袁丈夫就怅叹
野半岭无家冶遥陈运娇理解丈夫袁她回到半岭袁要给丈夫
建一个家遥 可是那时候邱坑村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袁
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袁连摩托车都进不了村袁从村
里去趟瑞金市袁早上 6点出门袁下午 3点才能到噎噎
幸运的是袁她赶上了脱贫攻坚遥仿佛一夜之间袁村

里大变样遥她把原先的老房子整修加固又重新粉刷了
一遍袁一栋朴素清爽的客家土楼又端端正正地站立在
半岭上袁门前还有一个小院袁邮乐购的小货车正好可
以自由地进出遥 陈运娇当上了邮乐购的野店主冶袁帮乡
亲们卖笋干尧卖香菇尧卖蜂蜜噎噎去年袁每月销售额超
过了 5000元遥 这个能干的半岭媳妇不仅在故乡还给
了夫君一个家袁还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遥 借由这个平
台袁她广泛联系村里的贫困户袁帮他们销售山货遥 今
年袁光是帮村民刘厚华家就卖了 100多公斤冬笋噎噎

到华屋必定要上蛤蟆岭去看看那 17棵松树要要要
如今袁大家都称它们为野信念树冶遥 蛤蟆岭已经建成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袁 新修的游步道一直通向山顶袁每
一棵野信念树冶旁都竖起了碑袁上面记载着每位烈士的
生平遥导游告诉我们袁两年前袁瑞金市新的四套班子组
建后第一天袁就集体来到这里遥 我们能想像当时他们
站在野信念树冶下的情景袁甚至能揣摩到他们内心的活
动袁在那场庄严的仪式中袁他们一定获得了一种精神
力量遥

从蛤蟆岭俯瞰华屋袁 正是 17位烈士守望故乡的
角度遥东面是 66套新建的两层半的小洋楼袁里面住着
他们已经脱贫尧开始新生活的亲人曰西面袁他们当年住
过的土坯房以博物馆的形式保留下来遥 华屋人说袁要
让来来往往的游客和华屋的后代都知道袁是共产党把
华屋人从土坯房带进了小洋楼曰村庄外围是连片的大
棚袁里面种着各种蔬菜袁还有红心火龙果尧葡萄等等曰
村子的中央是红军祠袁 祠堂内部是村史馆的布局袁里
面记录着华屋的 80年遥 华从祈老人的第一张全家福
也挂在这里遥那是去年春节照的袁一大家子 20多口站
在新居前袁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遥

从红军祠出来袁夜幕已经降临袁健身广场上袁村里
的男男女女已经陶醉在欢快的舞蹈中遥

华从祈的儿子华水林家的小洋楼前停着一辆绿
色的小面包车袁这是邮乐购的运货车遥 夫妻俩正忙着
把白天采摘下来的蔬菜往车上装遥 华水林曾是贫困
户袁在乡干部的帮助下袁他和妻子种了 10多亩大棚蔬
菜遥 野1亩蔬菜可以赚 1万多元袁一年有 10多万元的
收入袁很好了遥冶华水林一边忙着袁一边给我们算账遥村
干部打趣他院野10万不止袁打了点耶埋伏爷吧钥 冶夫妻俩
憨憨地笑了遥

是的袁很好了袁这一切都很好了浴
然而袁脱贫有目标袁幸福却没有终点遥
9月 30日是纪念烈士的日子遥 那天袁瑞金人会前

往叶坪红军广场纪念先烈遥 今年袁他们的心情一定不
同于往年袁 他们可以欣慰地向烈士捧出一张成绩单袁
还要汇报他们新的梦想院加快发展红色旅游袁把家乡
打造成为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遥 他们深信袁 红都
土地上的红色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袁也将成为最生
动的人文景观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9月
4日闭幕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 6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袁
两次提到野黄金冶一词遥 这成为观
察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遥

一是野中非友好黄金周冶要要要
中非领导人共举行峰会开幕式尧
领导人圆桌会议尧企业家大会尧双
边会谈会见等 100 多场活动袁持
续时间超过一周袁堪称野中非友好
黄金周冶遥 二是中非关系野黄金时
代冶要要要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
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袁野非中
关系已进入黄金时代冶遥

野中非友好黄金周冶尧中非关
系进入野黄金时代冶袁这两个让人
印象深刻的概括和判断袁 前者是
对最近一周多中非交往成果的盛
赞袁 后者则是对中非关系当下所
处历史阶段的最新表述遥 这两者
都是中非交往密切程度前所未有
的标志性体现遥

首先袁中非关系野黄金时代冶袁
是携手打造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遥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
上提出 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冶主张袁明确提出野六位
一体冶内涵袁得到非洲各国的高度

赞同和一致响应遥峰会发表的叶关
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北京宣言曳袁凝聚了中非双方
对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共
识袁 向世界传递了中非携手并进
的强烈信号遥 正如一位非洲国家
领导人所说袁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
合作袁倡导的是互利共赢袁这是一
种公平的尧智慧的尧互相尊重的方
式遥 冶

第二袁中非关系野黄金时代冶袁
是中非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时代遥
北京峰会期间袁野一带一路冶 话题
备受关注遥截至 9月 6日袁中国已
与非洲 37 国以及非盟成功签署
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政府间谅解备忘
录遥此外袁峰会同意将中非合作论
坛作为中非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主
要平台遥北京宣言中袁中非一致同
意将野一带一路冶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尧非盟叶2063年
议程曳 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
对接遥 中非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将为
非洲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和手段袁
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和空间袁 提供
更多元化的发展前景遥

第三袁中非关系野黄金时代冶袁
是中国梦与非洲梦相互激荡的时

代遥当前袁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袁非
洲人民也致力于联合自强尧 发展
振兴袁 双方都站在重要历史节点
上遥 北京峰会上袁中方提出的野八
大行动冶 规划了中非共同发展的
具体路径遥中非战略对接尧合作共
赢具有示范意义遥当前袁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袁国
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袁 中非合作
作为南南合作典范袁 将加速这一
进程发展遥 野黄金时代冶的长远影
响是袁 中非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袁 共同实现发展中国家地位
和影响的提升遥

相信袁进入野黄金时代冶的中
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袁 必将大有所
为尧前景广阔遥北京峰会是中非加
强团结合作尧 促进共同发展的历
史丰碑遥当前袁中国非洲朋友圈越
来越大袁 中非关系前所未有的友
好袁中非经贸发展前所未有的快遥
过去的岁月里袁中非同心同向尧守
望相助袁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
合作共赢之路遥未来的岁月里袁中
国将同非洲各国继续团结一心尧
同舟共济尧携手并进遥

华益声

龙狮共舞黄金时代

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
法规划袁房地产税法等 11部税法拟在 5
年内提请审议遥

绎财政部尧 应急管理部 7 日向广
东尧云南等地下拨生活补助资金 1.55亿
元袁用于近期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灾害的
受灾群众救助遥

绎国家卫健委消息袁将加快修订中
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袁强化近视筛

查和早期发现袁打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攻坚战遥

绎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袁修订刺五
加注射液说明书袁明确孕妇尧儿童为禁
用人群遥

绎海关总署公布袁 今年前 8个月袁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9.1%袁稳
中有进遥 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同比增长 12%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