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6 日
下午表决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
助法遥该法的通过袁保障了国际
刑事司法协助的正常进行袁规
范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袁
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国际合作遥

国际司法协助法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
调查尧侦查尧起诉尧审判和执行

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袁 包括
送达文书袁调查取证袁安排证人
作证或者协助调查袁 查封尧扣
押尧冻结涉案财物袁没收尧返还
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袁移
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遥

国际司法协助法规定袁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开展
刑事司法协助袁依照本法进行遥
执行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

请求袁适用本法尧刑事诉讼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遥

国际司法协助法要求袁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按照平等
互惠原则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
助遥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不得损
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尧安
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袁 不得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
则遥 王茜

遗失声明
绎钟兰秀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金市

林证字渊2007冤第 0601162024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 邓 志 勇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078119831226171552袁特此声明遥
绎方友福持有的证号为 1358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

屋坐落于黄枝塘 10-1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方友福持有的证号为 0322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

屋坐落于黄枝塘 10-1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京洪沙发厂遗失江西省赣州市

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壹份 袁 发票代码 :
136071615331,发票号码:01285937,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京洪沙发厂遗失江西省赣州市
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壹份 袁 发票代码 :
136071615331,发票号码:01285938,特此声明作废遥

天下 07
姻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10月 29日下午袁 一架红色的 S64F直升机吊着重约 5吨的铁塔组合件飞往金塘岛沥港
山顶输电铁塔组立处袁几分钟后返回袁再次从金塘岛 500kV联网工程施工基地起吊袁如此往
返遥 据了解袁该直升机是国网公司租用袁以解决处于金塘岛沥港山顶 3基铁塔材料上山难题遥
10月 28日开始起吊袁 将 200吨铁塔材料分 48吊运往山顶施工现场袁 整个吊装任务将于 11
月 5日完成遥 姚峰摄

11月 5日至 10日袁 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
举行遥届时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开幕式并举行相关活
动袁 大约 150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要尧 工商界人士及有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袁 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家企
业参展遥

从取消抗癌药等药品进口
关税袁 到放宽汽车等行业外资
股比限制曰 从允许外资控股合
资券商袁 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
不断扩围升级噎噎如今袁 中国
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尧越
来越实尧越来越稳遥在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之际袁 海内外政
要尧客商云集上海袁参加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这场世界贸易盛
宴袁 无疑是新时代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的又一个最新注脚遥

扩大开放袁中国说到做到遥
改革开放 40年来袁中国人

民用自己的勤劳汗水生产了大
量优质商品袁 世界各地的消费
者则为中国商品提供了庞大的
市场需求遥 如今袁 中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和世界
上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袁全
世界的朋友们也都在关注着中
国对外开放的新变化袁 并对中
国扩大开放的红利充满期待遥
同时袁 中国自身的消费升级需
求也呼唤着更多高质量商品遥
谁都明白袁只有相互帮衬尧合作
共赢袁朋友圈才会越处越大袁发
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遥

开着门袁 世界能够进入中
国袁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遥 中
国清楚袁只有主动开放尧拥抱
世界袁 发展质量才能越来越
高袁 合作之路才能越行越顺遥
当今世界袁 生产力不断发展袁
科技快速进步袁社会分工日益
精细袁各经济体之间早已形成
了野你中有我袁我中有你冶的共
生格局遥 对中国而言袁追求高
质量发展意味着能源尧 装备尧
建造尧电信尧金融尧航空尧医疗尧
教育等领域一系列高端产品
和服务供给的崛起曰对世界来
说袁这意味着国际生产和销售
格局的升级与更新袁同中国进
行经贸合作必将会获得新一轮

巨大商机遥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遥 经

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
了强劲动力袁 也因为全球增长
动能不足尧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尧
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遇到挫
折遥但是袁人为切断各经济体之
间资金流尧技术流尧产品流尧产
业流尧 人员流的保护主义做法
绝对是不可取的遥 只有勇敢面
对问题袁想办法让不同国家尧不
同阶层尧 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
球化的好处袁 才是突出重围之
策尧解决问题之道遥

开放带来进步袁 封闭导致
落后遥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
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袁 未来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遥 即
将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袁 将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
力量袁 为各国深化经贸合作创
造条件袁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拓宽渠道袁 为中国改
革开放注入活力遥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袁只会越开越大浴

扩大开放，中国说到做到
阴王俊岭

距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袁
进博会主场馆国家会展中心渊上海冤的各项准备工作已进
入收尾阶段袁内部展馆布展工作也在同步有序进行遥图为
前来国家会展中心渊上海冤参加培训的青年志愿者与进博
会吉祥物野进宝冶拍照遥 方喆摄

绎国务院印发通知袁 将严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
的经营利用活动遥

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8日公布十九届中央第
一轮巡视的山西尧住建部等 7个地方和单位的整改情况遥

绎生态环境部 29日宣布袁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野回头看冶将启动袁督察进驻山西尧辽宁等 10省份遥

绎重庆市万州一公交车 28日坠江袁 初步核实 15人
失联袁车辆位置基本确定袁已制定打捞方案遥

绎我国 29日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星袁这是两国合作
研制的首颗卫星袁将首次实现海风海浪同步观测遥

绎商务部终裁袁 将对美国等四国乙醇胺采取反倾销
措施遥

绎山东龙郓煤业事故搜救工作 29日结束袁22名被困
人员中袁1人生还袁21人遇难遥

绎天津润滑油仓库火灾昨日已扑灭袁 火灾及扑救未
造成人员伤亡袁相关企业责任人已被控制遥

绎西安交警部门要求袁 电动车违法除接受处罚外还
需现场学习并考试袁成绩达标才可离开遥

绎浙江绍兴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袁涉及 22个省市袁涉案金额超 52亿元遥

绎上海杨某因嫌候诊时间过长殴打医生袁 自首并向
被害人赔偿 26万袁同时获刑六个月遥

我国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国际合作

注销公告
瑞金市德利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

3607812100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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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院谢华尧许进寿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起 45
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锦江名城乐水园 A154 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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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号码院18507070001

瑞金市德利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