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瑞金市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院渊360781210022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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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小组渊成员院杨敏尧刘海明尧周文
超尧钟亮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华
林南路邮政储蓄银行旁本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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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联系电话院18270791997
瑞金市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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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晚袁
广西三江侗族自
治县林溪镇平岩
村岩寨屯举办大
型油灯芦笙会袁来
自程阳八寨的芦
笙队身着节日盛
装欢聚一堂袁以芦
笙踩堂尧斗芦笙等
方式欢度国庆假
日袁吸引八方游客
前来观赏体验袁领
略别样的侗乡风
情遥芦笙是少数民
族特别喜爱的一
种簧管乐器袁每当
逢年过节袁少数民
族同胞都要举行
各式各样尧丰富多
彩的芦笙会袁吹起
芦笙跳起舞袁欢庆
自己的民族节日遥

庞革平摄

最近袁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了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
境贸易便利化的若干措施遥 国
新办 27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袁 请海关总署党组成
员尧 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广志和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白石介绍相关情况遥 张
广志说袁 年底前进口和出口整
体通关时间将在去年基础上再
压缩 1/3袁其中进口从 97.39 小
时压缩至 65 小时 袁 出口从
12.29小时压缩至 8.2 小时袁使
口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
大的优化和提升袁 形成更有活
力尧更富效率尧更加开放尧更具
便利的口岸营商环境遥

野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了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
境贸易便利化的若干措施袁概
括起来就是减单证尧优流程尧提
时效尧降成本遥 冶张广志说袁在减
单证方面袁 进出口环节验核的
监管证件 11月 1日前由 86种
减至 48种袁并原则上全部实现
联网尧在通关环节比对核查遥在
优流程方面袁 深化全国通关一

体化改革袁推进海关尧边检尧海
事一次性联合检查遥 在提时效
方面袁 除年底前将进口和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在去年基础上再
压缩 1/3外袁 到 2021 年底袁进
口整体通关时间相比 2017 年
要压缩一半袁 减至 48小时曰出
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一半袁减
至 6.15小时遥 在降成本方面袁
今年内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
成本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减少
100美元以上遥 这次常务会议
要求清理不合规收费袁10月底
前由各地公布当地口岸收费清
单遥

野整体通关时间与海关通
关时间是两个概念遥 冶 张广志
说袁 整体通关时间是指货物抵
港到货物允许提离整个进出口
环节的时间袁包括货物的抵港尧
装卸尧堆放尧理货尧申报尧查验尧
放行尧提离等多个环节的耗时遥
今年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提出袁
年内整体通关时间要再压缩 1/
3遥 去年我国整体通关时间是
97.39小时袁按照压缩 1/3 的幅
度袁年底要压缩到 65小时遥 确

保完成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提出
的压缩任务袁 要采取一些有效
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遥 比如
提高进口货物抵达口岸前的提
前申报比例袁 推进关税保证保
险的改革袁 推行铁矿石等矿产
品野先验放后检测冶袁开通农副
产品尧鲜活产品快速通关的野绿
色通道冶等袁目前已经取得明显
成效遥

白石说袁建设国际贸易野单
一窗口冶 是国际上促进贸易便
利化尧 改善口岸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遥近几年袁海关总署会同
18个部门共同推进野单一窗口冶
建设和推广工作袁截至目前野单
一窗口冶已经实现了与 10个部
委系统的连接和信息共享袁已
经实现了 12大功能袁比如货物
申报尧舱单申报尧出口退税尧税
费支付尧跨境电商等遥 野单一窗
口冶 主要申报应用率已经由去
年的 30%提升到 70%以上袁累
计注册用户达到 58万余家袁总
申报业务量超过 1.2亿票袁已经
成为大通关领域和国际贸易领
域最主要的平台遥 杜海涛

2018年度邵逸夫奖颁奖典礼
日前在香港举行遥 来自法国尧美国
的 3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尧生命科
学与医学尧数学科学 3个奖项遥 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典
礼并颁发奖项遥

邵逸夫天文学奖颁予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及法国巴黎第十
一大学奥赛太空天体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尧欧洲太空总署普朗克计划
高频仪器首席研究员让窑卢普窑皮
吉袁以表彰他对红外到亚毫米光谱
范围天文学的贡献遥他探测了在过
去恒星形成过程中的星系所放出

的宇宙远红外背景袁并提出星际物
质含有芳香族碳氢分子遥通过普朗
克太空计划袁他处理了星际物质前
景的影响袁因而显著地提升了人类
对宇宙学的认识遥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颁予美国
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学系和基
因组科学系美国癌症协会讲座教
授玛丽窑克莱尔窑金袁以表彰她绘制
第一个乳腺癌基因的基因图遥她用
数学模型预测和证明乳腺癌可以
由单个基因引起袁她绘制的基因图
促成了乳腺癌基因的克隆袁因而挽
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遥

数学科学奖颁予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学教授路易
斯窑卡法雷利袁 以表彰他在偏微分
方程上的突破性工作袁包括创立一
套正则理论袁适用于非线性方程例
如障碍问题等的自由边界问题袁这
些工作影响了该领域整个世代的
研究遥

邵逸夫奖于 2002 年 11 月创
立袁 由邵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执
行袁 每年颁奖一次袁 每项奖金为
120万美元袁今年公布的是第十五
届遥

张雅诗

整体通关时间将再压 1/3

10月 5日袁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
田累计产气突破 200亿立方米袁 每天可满足 3200
多万户家庭生活用气需求遥 壬铭摄

绎北京警方通报 野大红门某商场孩子被抢冶案
称袁涉事老太与儿媳关系不合见不到孙子袁误将女
事主张某认成自己儿媳袁抱错孩子遥

绎一网友声称在深圳献血未做血液检查袁被
深圳血液中心辟谣遥深圳警方 6日公布袁造谣者蒋
某某被处行拘 7日遥

绎6日袁 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脱逃的两名罪
犯被抓获遥

绎中华全国学联 6日向学生会尧研究生会干
部发起倡议袁提出坚决反对野官冶本位思想和作
风袁不追求头衔尧不装腔作势遥

绎河南老君山景区推出野一元午餐冶被质疑
炒作遥 景区负责人 6日回应袁有亏损袁只要游客
有需求会一直坚持做下去遥

绎武汉大学针对 野校外三环公寓发生性
侵冶事件发布通报称袁将安装楼栋入口处门禁
系统袁并在女生宿舍配备女保安巡逻遥

绎山西大同共享单车工作人员收车时发
现一名 9岁儿童违规锁车袁 劝阻后遭到孩子
父亲殴打袁目前打人者被处行拘 10天遥

绎近日袁野在携程租车预订后取消需缴纳
千元违约金冶一事引发质疑袁携程 6日回应袁
正在和当事人联系袁并协商解决办法遥

绎4日袁 一乘客因醉酒用微信多付给广
州的哥佘荣昌 3万元打车费袁佘师傅及公司
通过警方和社交媒体寻找乘客袁5日成功找
到乘客归还钱款遥

绎河南省出台意见袁 要求今年 10 月
起袁 企业开办时间须压缩至 4.5个工作日
以内遥

绎安徽印发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
质量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袁决定在淮北尧
芜湖市开展先行试点袁 于明年 1月底前
完成遥

三位科学家获邵逸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