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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梨上市时节袁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桥
李村兴地农生态农场从台湾引进新品野台中 2号冶喜
获丰收遥这种梨果形大尧水分足袁平均单个重量均在 1
公斤左右袁市场销售十分看好遥 图为梨农近日在农场
百亩梨园内采收甜梨遥 高晓平摄

绎上海消保委 10日通报袁2018年来共受理长租
公寓相关投诉近 1400件袁同比增长 3倍袁市场亟待
加强监管遥

绎广州铁路 9日回应野高铁供应盒饭发霉冶一事
称袁已下架封存全部同批次产品袁暂停采购涉事公司
的动车盒饭遥

绎马云 10日宣布袁2019年 9月 10日起将不再
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袁由 CEO张勇接任遥

绎百度公布袁网民使用百度搜索时袁如因搜索推
广结果中的假冒网站等受到损失袁 只要提供相关证
据袁将获不设上限的野全额冶保障遥

绎兰州警方近日跨省破获一起特大野套路贷冶案
件袁打掉犯罪窝点 4个袁涉及资金流高达 3亿元遥

绎网曝杭州一名孕妇与一对网红母女发生冲
突袁被殴打致高危早产入院遥 杭州警方回应袁网红母
女已被强制传唤调查遥

绎近日袁自称野扶贫英雄冶的史某龙引起网络热
议遥 济南警方通报袁史某龙编造头衔并 PS图片发布袁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袁正在调查处理遥

绎1998年袁退伍军人王贵武得知 10名空军官兵
因抗洪牺牲袁便将 10位烈士母亲认作自己母亲进行
赡养袁20年来坚持资金扶助和看望老人遥

绎武汉的范成芬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 15
年袁 为让老伴活得体面袁 她改造功能性照护产品 10
余种袁其中智能纸尿裤等获专利遥

绎四川都江堰一名八旬老人独自到司法局寻求
法律援助袁 见老人行动不便袁 保安和工作人员接力
野公主抱冶将老人抱到大厅提供服务遥

9 月 10
日 袁2018 全
球无人机大
会在成都开
幕遥大会同期
举办的无人
机展览共展
出各类无人
机产品 70余
架袁 吸引 40
余家厂商前
来参展遥图为
展出的翼龙
二号无人机
系统遥刘坤摄

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东方经济
论坛涉及能源合作尧 农产品贸易尧
海洋经济尧区域开发的相关议题将
占据不小比重遥 其中袁交通走廊和
物流能力建设更是被摆在了显要
位置遥本报特派记者来到俄罗斯远
东滨海边疆区东南部的扎鲁比诺
港口袁看到装卸机械正忙碌着将一
箱箱铝锭装运上船遥 远处袁一艘艘
渔船载着刚打捞上来的海产品缓
缓驶来袁临港靠岸曰近处袁一个个印
有野海丝路冶字样的集装箱排列在
场站要要要这些袁构成了中俄经贸合
作互利共赢的全新画卷遥

姻野海铁联运冶位置独特

据介绍袁扎鲁比诺港位于俄罗
斯远东地区日本海岸的特洛伊茨
海湾西北部袁地处中国尧俄罗斯尧朝
鲜三国交界袁 经济位置十分重要袁
是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和
过境运输的重要节点遥旨在打通中
俄跨境运输通道的野中俄滨海 2号
国际运输走廊项目冶的出海口就位
于此遥

由于中俄珲春要马哈林诺铁
路口岸渊简称野珲马铁路口岸冶冤是
吉林省内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袁因此
主打海铁联运的中俄滨海 2号国
际运输走廊项目就成为吉林省乃
至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
重要窗口遥

姻野内贸外运冶成新看点

今年 8月袁海关总署同意经珲
马铁路口岸至扎鲁比诺港开展内
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袁一条路线为
野珲春要扎鲁比诺港要釜山要宁
波要釜山要扎鲁比诺港要珲春冶尧
往返周期约为 15天的海铁联运物
流通道露出雏形遥

吉林省东北亚海丝路国际海
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明告诉本
报记者袁野内贸外运冶将成为这一
运输走廊的新看点遥 野其实袁所谓
耶内贸外运爷袁是指国内不同地区
之间的货物流通袁借助国外港口
进行海上运输袁 以扩大运力尧降
低成本遥 比如袁吉林的农产品如
果想运往浙江袁走陆路运输不仅
成本高尧时间长袁而且运力也难
以满足大宗商品交易的需要遥 相
反袁就近经扎鲁比诺港出海走海
运通道袁则可以很好地避免上述
问题遥 冶高明说遥

高明表示袁中俄在这一交通走
廊建设上的合作具有巨大的共赢
意义遥 野一方面袁中方可以引进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各类资源袁同时打通
东北大宗物资跨境运输通道袁帮助
吉林化工尧汽车尧农产品等优势产
业与国内其他省份及周边国家形
成更好的连接遥 另一方面袁港口的
发展将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
多的转口贸易和就业机会袁也有利

于进一步打开俄罗斯本土商品的
出口空间遥 冶

姻共赢成果备受期待
事实上袁俄方也非常重视扎鲁

比诺港口对于远东经济的推动作
用遥

俄方官员认为袁中俄合作开发
野滨海 1号冶和野滨海 2号冶国际交
通走廊袁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对接的重要合作成
果袁是俄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
共同发展的新阶段遥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
会长吴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袁俄罗斯远东地区如今在中俄
经贸合作以及俄罗斯自身经济发
展当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遥东方经济论坛日益受到各界关
注就证明了这一点遥

据港口工作人员介绍袁 按计
划袁过几天中方将首航一条内贸外
运线路袁 从珲春经扎鲁比诺港袁再
到釜山袁最终抵达宁波遥

如今袁港口中货轮已经陆续停
靠妥当袁俄罗斯当地港口工人们忙
碌的身影随处可见遥日益繁荣的港
口袁更加繁忙的铁路袁勾勒出了国
际运输走廊的轮廓遥 这条野共赢走
廊冶袁 映衬着中俄地区经济合作的
光明前景遥

王俊岭 谢亚宏

中俄携手打造东北亚共赢走廊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
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金海湖窑
世界抗衰老论坛日前在北京金
海湖 121 长寿小镇举行遥 论坛以
野让健康绽放生命力冶为主题袁以
促进生物医学范围内抗衰老领
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为目的袁研
判全球最前沿的抗衰老健康产
业的发展遥

来自美国尧德国尧中国等地的
抗衰老专家以及生命医学尧干细胞
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的专家学者尧
产业从业者等逾 500人共襄盛会遥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尧 美国

南加州大学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
阿里耶窑瓦谢尔袁 德国预防与抗衰
老协会主席贝恩特窑克莱因讷窑贡
克袁野欧洲干细胞之父冶尧 德国科隆
大学教授于尔根窑海席勒等在论坛
上进行了演讲袁分享了当下抗衰老
的研究成果和干细胞研究的顶尖
技术遥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
务中心主任肖子华表示袁第二届金
海湖窑世界抗衰老论坛的成功举
办袁推动了世界抗衰老理念以及前
沿生物技术的融合袁为推动中国抗
衰老事业发展尧流动人口健康服务

提升以及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向前
发展起到了积极意义遥

世界抗衰老生物医学会联席
主席尧山水文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李
辙表示袁近年来袁大健康产业正在
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袁实现抗
衰老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袁是行业
未来共同努力的目标遥论坛搭建一
个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平台袁就衰老
与抗衰老相关的技术开发尧产业化
策略和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高水
平的研讨尧对话和交流袁将为抗衰
老领域的全球资源整合及共享提
供强大助力遥 聂传清

中外专家共促大健康产业发展

绎野瑞金市立恒置业有限公司冶公章渊行政公
章冤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宝庆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遗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0017172袁特此声明遥

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遗
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 袁 账号 :
14007101040007170袁核准号:J4296000060004,声
明作废遥

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 本公司定于 2018年 9月 20日上午

10时袁在瑞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渊三号开标室冤
公开拍卖: 瑞金市大布村综合服务大楼 20年的承
租经营权遥该大楼位于瑞金市经开区遥建筑面积壹
万伍仟平方米袁共 10 层袁起拍价每月尧每平方米
3.5元袁竞买保证金 500万元遥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公司尧 企业或自然人
均可参与竞买遥 该标的更详细情况请到本公司咨
询袁公司地址院瑞金市绵水路工行院内二楼袁标的
展示时间即日起至拍卖前一天遥

报名时间院即日起至 2018年 9月 19 日止遥
联系电话院13970113633渊钟冤

15970846621渊危冤
江西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