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贵州
省毕节市大
方县袁 有一
小镇名为院
奢香古镇遥
走进古镇袁
映入眼帘的
梯田花海与
古镇交相辉
映袁 景色秀
丽袁 给人眼
前一亮的感
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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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苗三妹柴火鸡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
码:0404712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好又多购物广场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票号
码:0104877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好又多购物广场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20袁发票号
码:01048778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超勇副食店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票号码 :
0402016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毛平生 (身份
证:360103197010072250冤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毛
平生遥 成员院杨美香尧毛雅雯尧毛远淦尧杨美红尧毛
远铭袁特此声明遥

绎危文娟持有的残疾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210219810810004562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712230015号渊吴欣烨冤身份证遗失袁
特此声明遥

绎曾广桃持有的证号为国用 渊2004冤第
01090111号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象湖
镇溪背村渊原机床厂冤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锦宏制衣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1360781MA35K2J61J袁特此声明遥

景德镇建成世界上最大“碗”
近日袁世界上最大的野碗冶在江西省景德镇

建成袁这只野碗冶高 80米袁口部直径 80米袁底部
直径 40米袁它的名称是景德镇昌南里文化艺术
中心袁位于景德镇市昌南拓展区袁将在 2018年
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试运行袁 年底正式投入使
用遥 其外型概念来源于宋代斗笠碗袁庄重典雅袁
象征野万瓷之母冶遥 石卫明摄

绎农业农村部 8日消息袁辽宁省大石桥市尧
老边区排查出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袁 目前已得到
有效处置遥

绎宁夏印发规定袁 推行食品销售经营风险
分级管理袁 对不同等级的食品销售经营者实施
不同频次的监管遥

绎吉林下发方案袁 明确科技奖励活动全程
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袁严惩学术不端遥

绎天津印发方案袁 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
有偿回收尧集中处理袁原则上每乡镇设立不少于
员个回收点遥

绎杭州下发通知袁 将建立居住证与户口登
记相衔接制度袁适度放宽投靠迁移袁进一步放宽
人才落户遥

绎8日袁 广东佛山南海区原国家税务局局
长尧外逃 17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周国权主动回
国投案遥

绎江苏警方侦破一起网络攻击案件袁 黑客
侵入快递公司信息系统袁 窃取公民信息 1亿条
左右遥

绎日前袁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拿出
180万元注入其设立的助学基金遥 截至目前袁崔
崑院士夫妇已捐资 600万元助学遥

绎重庆的赵女士为看病借款 3万多元袁却
被 12岁小儿子用来给游戏充值遥 游戏公司表
示袁核实情况后将进一步处理遥

绎安徽阜阳男子季某某醉酒后在高速公路
拦车乞讨袁先后 20余辆车被拦停遥目前袁季某某
已被移交给当地公安遥

绎7日袁 江苏连云港一群男子穿日军制服
在街头打广告遥目前袁组织者仲某某因寻衅滋事
罪已被刑拘遥

绎宁波诺丁汉大学生命骑行队完成了一场
三天行进 500多公里的公益骑行袁 为残疾人公
益项目筹款 32万元遥

绎武汉野的哥冶张新武发现乘客将装有两万
现金的手提包落在车上袁就空车行驶 26公里把
失物送还遥

10月 8日袁 在会见来访的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时袁 政治局委员杨洁
篪和国务委员王毅分别用 野重要关
头冶和野关键阶段冶来描述当前的中
美关系遥 事实上袁当前中美关系再次
走到了十字路口袁 面临着何去何从
的历史性抉择遥

最近一段时间袁美方在不断升级
对华贸易摩擦的同时袁又在台湾等问
题上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方权益的行
为袁 并且无端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遥
特别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专门就
对华政策发表的讲话袁充满错误和消
极言论袁使一些国际舆论担心这是否
预示着中美野冷战冶的到来遥正如世界
上恐怕没有谁盼望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一样袁也没有
看到国际社会有谁期望上世纪的冷
战再现遥但近期美方一系列涉华消极
言行已经直接冲击中美互信袁给中美
关系的前景蒙上了阴影遥

美方长期奉行 野两手对华政
策冶袁也不讳言其对华政策属于野两
面下注冶的野对冲战略冶袁说白了就是
既有对华牵制甚至遏制的一手袁也
有接触与合作的一手遥 不同时期或
不同的白宫主人有所区别的袁 只是
接触多一些袁还是牵制多一些曰合作
多一些袁还是遏制多一些遥 因此中美
关系成为复杂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竞
合关系遥 中美建交近 40年来袁两国
关系虽历经波折尧起伏尧动荡袁但总
体来说始终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大
方向袁对话尧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中美

关系的主旋律遥
然而袁 随着中美综合国力对比

发生显著变化袁 中国追赶美国的步
伐对美国的战略心理和思维造成巨
大冲击袁 引发美国对自身未来国际
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地位的焦虑袁把
中国视为主要野战略竞争者冶的认知
正式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遥 这
种重大的对华战略误判袁 与美国选
举政治对民粹主义的操纵以及特朗
普政府笃信的野美国优先冶理念相互
交织袁 是当前中美关系令人担忧的
消极趋向的症结所在袁 放大了两国
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袁 催生了新的
对华疑虑袁 给中美之间解决具体问
题带来更多阻力和障碍袁 使中美关
系有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遥

在看待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问
题上袁 有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看待
中国袁 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还
是挑战甚至威胁钥 回答这个问题袁美
国应认识到袁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
族复兴不可阻挡遥 这一认知包括三
层含义遥 第一袁中国的发展顺应时代
潮流袁是大势所趋遥 中国求变尧求进
的动力和拼劲以及昂扬的斗志不会
变袁 且会越挫越勇袁 困难面前不低
头遥 第二袁 中国不认同 野国强必霸
论冶袁选择走和平发展尧合作共赢之
路能够行稳致远遥 中国追求的是与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发展尧共
同安全袁 也不会与美国搞冷战时期
美苏那种野争霸赛冶遥 第三袁中国的发
展是自己奋斗来的袁 不是美国人或

任何其他人恩赐的袁 中国的命运也
不允许别人摆布遥 虽然说中国从站
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整个过程中袁
美国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袁 但美国
左右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遥

一些美国人总幻想着用自己过
时僵化且狭隘的观念来改变中国五
千年的文明尧影响近 14亿中国人的
生活方式尧 滋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梦想袁 这种一厢情愿不破灭
才怪遥 美国一些人的冷战思维与零
和游戏即使一时把中国当成敌手袁
长期下去也会失去靶标袁 并且无法
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遥 美国面对
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袁 更多的是
一个多极化大趋势遥 美国难以集中
精力对付中国袁 难以形成周边和全
球盟友对华野统一战线冶遥 在中国发
展与民族复兴过程中袁 中美之间要
相互调适曰在多极化大趋势中袁美国
更要学会适应遥

中方对蓬佩奥表示袁 中美还是
要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袁 不应陷
入冲突对抗的歧途遥 蓬佩奥表示袁美
中在很多问题上有明显分歧袁 但美
国不反对中国发展袁无意围堵中国袁
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遥 美方
的上述表态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袁更
需要伴以能够体现合作共赢的实际
行动遥 如果双方能更多从积极包容
的角度看待彼此袁 妥善管控分歧矛
盾袁拓展深化务实合作袁就能确保中
美关系坚持走正道袁免入歧途遥

贾秀东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面临历史抉择

大地的指纹

注销公告
龙岩市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院 91360781MA367PGN4E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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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
兵尧蓝凤玉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 内到江西
省瑞金市象湖镇金都大道西延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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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王永兵尧蓝凤玉
联系电话院13959459333 

龙岩市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0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