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野两岸一家亲窑共圆中国梦冶为主题的 2018海
峡两岸渊厦门冤乐活节近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开幕遥 今
年的乐活节以野赞颂改革开放窑欢享盛世乐活冶为主
题袁就是要与大家共叙两岸亲情袁共享发展机遇袁共
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遥据悉袁今年的乐活节
由一场开幕式+一场学者论坛+野乐善尧乐业尧乐艺尧乐
动冶四个板块共 34个分项活动组成袁活动将持续至
12月遥 徐林 林晓蕾

绎国庆黄金周临近袁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降低重
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袁绝不能搞避重就轻尧明降暗升遥

绎10日起袁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
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遥 首批上线登记的网贷
平台案件有 50起遥
绎近期袁 海军舰载战斗机某部突破夜间舰基起

降技术袁 歼-15舰载战斗机已具备昼夜起降和综合
攻防能力遥
绎12日袁 湖南衡东一车辆冲向滨江广场人群遥

截至 12日晚 10时 30分袁已造成 9人死亡袁46人受
伤袁肇事司机已被控制遥

绎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受贿一
案昨日一审公开审理遥莫建成被控受贿 4259万余元
人民币袁当庭表示认罪悔罪遥

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王素英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绎网传陕西米脂野4窑27冶故意杀人案凶手赵泽伟
已被执行死刑遥 当地警方回应袁消息不实袁目前赵泽
伟仍被羁押在看守所遥

绎上海一女子凌晨在闹市骑马袁遭市民谴责遥上
海警方发布通报称袁涉事女子已被处行政警告遥

绎12 日 19 时 06 分袁 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发生
5.3级地震袁震源深度 11千米遥

绎河北退伍老兵吕保民路遇歹徒持刀行凶袁立
刻上前阻止袁被歹徒刺中 5刀遥 目前歹徒已被制服袁
吕保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遥

绎湖北地铁工作人员王俊替卡中余额不足的男
孩买票袁并陪他进站遥 两天后袁王俊收到男孩送来的
4元钱和妈妈手写的感谢信遥

绎延安一军训场地铁门突然倒塌袁 军训教官王
梦豪用双臂撑住铁门袁 让门前的幼童逃走袁 自己被
300多斤的门砸伤住院遥
绎广东发布征求意见稿袁 提出城镇无房家庭可

购买一套产权占比不低于 50%的共有产权住房袁购
买满 5年可转让遥

绎浙江在中小学校开展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
点袁打破中小学教师职称聘任终身制袁原则上不再将
发表论文作为评聘职称的前置条件遥

绎山西按照每厕补助 1000元的标准下达专项
资金 3.61亿元袁用于保障农村厕所的改造工作遥

9月 12日袁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潍坊风筝扎制和放飞活动袁作为体验课走进惠灵顿马斯
登女子学校遥 来自山东潍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郭洪利袁向新西兰儿童
展示了传统中国风筝的扎制技巧袁并让大家动手体验制作和放飞风筝袁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遥 郭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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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起袁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遥 当日袁
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
行会谈遥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袁无论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袁中俄都将坚定
发展好两国关系袁坚定维护好世界
和平稳定遥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四届东方
经济论坛袁 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
出席这一论坛袁 也是中俄关系史
上一件大事遥 中俄关系越来越呈
现出全方位尧 多层面尧 递进性特
征遥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
责任袁秉承合作共赢理念袁在复杂
多变的国际舞台上为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贡献力量遥 中俄关系是成
熟而稳定的大国关系袁 这体现在
中俄维护对方利益关切袁 支持对
方维护核心利益袁 在全球治理方
面具有大量共识袁 对建设新型国
际关系持积极态度等方面遥 中俄
关系超越了纯粹意义上双边关系
范畴遥

中俄友好秘诀何在钥
第一袁中俄关系具有持续递进

鲜明特征遥 中俄是世界大国袁两国
从互视为友好邻国袁发展到互为最

重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袁不断向纵
深发展遥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
中占据优先地位袁两国关系具有高
水平和特殊性特点遥中俄关系的高
水平和特殊性体现在两国关系的
全面性尧战略协作性和平等互信程
度高等方面遥

第二袁中俄关系具有坚实法律
基础遥 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成果袁
凝结在 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曳
中遥 中俄关系呈现出不结盟尧不对
抗尧不针对第三方特征袁秉承了世
代友好理念遥 这些特征和理念袁都
用条约法律确定下来袁建立在坚实
法律基础之上遥 认真维护和落实
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曳袁又为两
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推
动力遥

第三袁 中俄关系具有全面性
特征遥 中俄友好体现在政治尧经济
和文化合作袁生态尧科技和教育合
作等方面遥 仅就经济合作而言袁中
俄合作体现在两国经济利益深度
交融遥 中俄双边贸易额 15年间增
长了 10倍多袁经济合作覆盖投资
金融尧航空航天尧高铁尧高技术尧能
源尧农业等领域遥 两国经济合作层
次不断提升袁 包括联合研发和生

产尧战略性大项目联合攻关等遥 中
俄正在不断夯实两国发展的物质
基础遥

第四袁 中俄合作还体现在地
方合作上遥 不断拓展的地方合作
是中俄关系新亮点遥 2018 年至
2019 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遥
习近平主席参加此次东方经济论
坛袁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东北
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互利合
作袁 有助于开拓中俄毗邻地区合
作空间遥 当前袁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同
俄罗斯野滨海 1号冶野滨海 2号冶国
际交通走廊逐步对接袁 形成陆海
联运国际交通走廊袁 中俄跨黑龙
江公路尧铁路大桥袁中俄欧班列等
项目逐步推进遥 中俄地方合作成
为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遥 野东北要
远东冶野长江要伏尔加河冶 两个机
制成为中俄地方合作样板遥

当然袁 中俄关系发展得益于
两国最高领导人个人友谊遥 两国
元首相互出席对方举办的重大活
动袁 是两国领导人个人友谊的充
分体现遥 在不是很太平的国际丛
林里袁 中俄关系越来越凸显立体
感袁 会给世界带来安宁感和稳定
感遥

中俄友好的四个秘诀
阴邢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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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七彩商务宾馆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
票号码:1241765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衣频道服务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1970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衣频道服务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19706袁特此声明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360781065371902Q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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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冬尧宋
从明尧邢宏福尧黄德义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
内到瑞金市象湖镇溪背村原机床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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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 杨小冬
联系电话院13927083088

瑞金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9月 14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18

年 10月 2日至 2018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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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南
侧 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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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2日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