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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雪场 激情开滑
10月 31日袁2018-2019河北崇礼滑雪季在万龙

滑雪场开滑袁来自北京尧天津尧内蒙古等地的 500多
名滑雪爱好者前来体验首滑遥 据介绍袁崇礼云顶尧太
舞尧多乐美地等各大滑雪场也将于近期相继开放遥 图
为滑雪爱好者在万龙滑雪场练习滑雪遥

史自强 武殿森摄

绎市场监管总局 10 月 30日召集 13 家电商企
业座谈袁要求规范网络促销活动袁避免假打折误导消
费者等问题遥

绎10月 31日袁南沙群岛永暑礁尧渚碧礁尧美济礁
气象观测站正式启用袁 填补了南沙部分海域气象观
测的空白遥

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冯立
志袁涉嫌在彩票领域严重违纪违法袁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遥

绎陕西修订条例袁 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抚慰金
上限提高至 145万元遥

绎吉林通化男子丛某袁 因家庭琐事一天内恶意
拨打报警电话百余次袁谩骂接警人员遥 目前袁丛某被
刑事拘留遥

绎四川资阳一村支书吴松林袁 利用职务之便取
走低保户 2万多元低保款袁 日前被开除党籍并责令
退回全部款项遥

绎2001年以来袁 臧某等人在天津一旧物市场敲
诈勒索袁非法获利超 1500万元遥 近日袁这一黑恶势力
团伙被警方捣毁遥

绎四川巴中一班主任因未及时接听家长电话遭
家长杨某掌掴遥 日前袁杨某因殴打他人被拘留 5日遥

绎湖南长沙房产中介杨某等人为 400多名无购
房资格者伪造个税完税证明遥 日前袁杨某等人被判处
十一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遥

绎武汉一辆救护车晚高峰时出勤行经长江隧
道袁270多辆车主动让出野生命车道冶袁让救护车用不
到 6分钟的时间通过了 15分钟的路程遥

绎贵州安顺听障男童丢失价值 20 万的耳蜗外
机袁两男孩捡到后主动联系失主成功归还遥

绎河南漯河一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袁 特警王
培主动提出拿自己置换人质袁 负伤后依然成功制服
歹徒遥

银10月 31日袁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野八一冶飞行表演
队抵达珠海国际航
展中心遥 野八一冶飞
行表演队袁 于 1962
年 1月 25 日袁在天
津杨村机场组建袁
主要担负国家空中
礼仪护航尧 迎宾飞
行表演尧 国内外巡
回飞行表演等任
务遥先后换装歼-5尧
歼-6尧歼教-5尧歼-
7EB尧歼 -7GB尧歼 -
10 表演机型 袁为
170个国家 渊地区冤
的 756 个代表团进
行 600 余次飞行表
演遥 陈悦摄

注销公告
瑞金市紫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渊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院91360781MA35JFLC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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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金
钟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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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堡镇坝溪村东升村
小商业楼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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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刘水金
联系电话院13113133301
瑞金市紫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1月 2日

山海连丝路袁传播架心桥遥 由
人民日报社和海南省委尧省政府共
同主办的 2018野一带一路冶媒体合
作论坛今天在海南博鳌举行遥本届
论坛以野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冶为主
题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
轩尧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尧人民日
报社社长李宝善尧海南省委书记刘
赐贵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遥 来自
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尧205家媒体
和机构的 256位嘉宾出席开幕式遥

吉炳轩在致辞中指出袁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共建野一带一路冶重大
倡议着眼大局尧顺应大势袁契合各
国发展的共同愿望袁成为中国参与
全球开放合作尧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尧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尧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中国方
案冶遥希望各国媒体朋友共同努力袁
传播野一带一路冶的和平精神尧发展
精神尧开放精神尧创新精神和文明
精神袁携手共绘野一带一路冶野工笔
画冶遥

蒋建国在致辞中表示袁野一带

一路冶 国际合作是中国倡导方案袁
也是全球公共产品袁惠及沿线国家尧
造福世界人民遥 媒体要积极当好共
建野一带一路冶的记录者尧参与者尧推
动者遥 要准确把握野一带一路冶新闻
报道方向袁更加拉紧野一带一路冶媒
体合作纽带袁共同讲好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精彩故事袁 一起描绘 野路路相
连尧美美与共冶的美好画卷遥

李宝善在致辞中说袁共建野一
带一路冶为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
球治理尧 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袁 提供了实践平台和重要途径遥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聚焦经济发展袁不
搞政治输出曰依托开放合作袁不搞
保护主义曰致力互利共赢袁不搞零
和博弈曰遵循国际规则袁不搞另起
炉灶遥 希望通过媒体合作袁携手共
筑民心野丝路冶遥

刘赐贵表示袁海南正按照中央
决策部署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袁全
力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尧野一带一路冶
重要支点遥 我向大家发出热忱邀

请院共同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曰共同
促进野一带一路冶沿线经贸往来曰共
同打造野一带一路冶媒体交流合作
重要平台遥

国际媒体负责人和中联部副
部长钱洪山袁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
小明袁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于
群袁福建省副省长杨贤金袁山东省
副省长任爱荣袁四川省副省长李云
泽袁陕西省副省长方光华袁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张超超袁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袁国家电
网公司总经理寇伟袁中国铁路总公
司副总经理李文新以及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等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遥

论坛就共同建设 野一带一路冶
新闻合作联盟积极建言献策遥明年
论坛将和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配套举行遥 论坛期间袁还举
办了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
政策介绍会及首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新闻发布会遥 张炜

经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
定委员会组织评定袁 又有 9家景区确
定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袁11家 4A级
旅游景区受到摘牌处理遥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日
前召开的新晋 5A级旅游景区授牌会
上指出袁近年来袁我国旅游产业蓬勃
发展袁 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龙头袁数
量不断增长袁质量稳步提升袁投资快
速增长袁文化内涵更加凸显袁在强化
资源保护利用尧引导旅游消费尧促进
就业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遥 截至 2017年底袁
全国共推出 A 级旅游景区 10806家袁
其中 5A 级旅游景区 250 家袁4A 级旅
游景区 3272 家遥 A 级旅游景区覆盖

了我国众多的优质资源袁是旅游业发
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袁已成为中国精品
旅游产品的标杆袁5A 级景区更成为
群众广泛认同尧市场深度认可的金字
招牌遥

据了解袁9家新晋 5A级旅游景区
包括院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
祭祖园景区尧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
斯哈图石阵旅游区尧 浙江省宁波市天
一阁窑月湖景区尧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阁
旅游区尧 湖北省咸宁市三国赤壁古战
场景区尧 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旅游
景区尧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德天跨
国瀑布景区尧 贵州省铜仁市梵净山旅
游区尧陕西省西安市城墙窑碑林历史文
化景区遥 胡浩

深化媒体合作 共筑民心“丝路”
2018野一带一路冶媒体合作论坛在博鳌举行

全国 5A级景区再添 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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