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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钟长发持有的残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340210102X12袁
特此声明遥

杨长辉持有的残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078119920919061872袁
特此声明遥

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 本公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瑞金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公开拍卖:一尧瑞金市沙子岗原苗圃用地及地
上建筑物(破旧)袁土地面积 13745. 99 平方米袁建筑面积 2107.31 平
方米袁起拍价 103 万元袁竞拍保证金 30 万元袁注:该宗地性质为社会
福利设施用地袁只能用于养老项目建设袁不能作其它用途袁报名条件
应具备: 1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曰 2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曰3尧经营
期限不得少于 3 年遥 二尧和园小区毛坯房一套袁建筑面积 103.79㎡袁
起拍价 5060 元每平方米袁保证金 6 万元遥具体的规划条件及其它事
项袁请到本公司咨询尧报名袁公司地址袁绵水路工行院内二楼袁标的展
示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拍卖前一天下午五时整遥

联系人: 13970113633 钟 15970846621 危

江西旭阳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9日

活立木销售招标公告
渊圆园圆员第 员期冤

一尧销售标的物院狮古塘工区 47-1尧44-1袁十字石工区
46-1 三个小班共 881 亩杉树活立木袁参考价 203 万元遥

二尧报名方式院电话:0797-2335918袁18296709280 或邮
箱院1102478383@qq.com. 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17 点遥

三尧看样时间院7 月 16 至 19 日
四尧交易地点和时间院江西省瑞金市泽覃乡铁炉下本

公司袁2020 年 7 月 21 日 10 点袁投标人当场递交报价袁招标
人当场唱价袁价高者得遥

五尧保证金院20 万元袁请汇入如下账户袁户名院王秋萍袁
账号院6228 4834 7877 5951 176袁开户行院农行瑞金支行遥

瑞金市绵江林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7月 14 日

人的一生袁遇见了爱情袁也就抓住
了幸福!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们所遇
见的人 是何等的不易袁而遇上了又能
让你心动就更难得了遥街角袁人潮涌动
处袁擦肩中袁我遇见了你袁遇见袁开始了
我一生的守候遥

一个人的一生袁说长不长袁说短不
短袁平凡的日子里袁行行走走间袁每一
段每一程的历程里袁 我们每天都会有
无数的遇见袁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遥
而遇见中袁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
迸然心动袁擦肩而过的刹那袁找到了一
种似曾熟悉的感觉遥

遇见袁来自瞬间的偶遇袁来自不经
意间的擦肩而过的心动袁 源自擦肩而
过的刹那遥

缘起而聚袁缘尽而散袁缘份这二字
说不清理还乱遥每天的遇见里袁又会是
谁让你心动了?

一个人的一生袁 总会有一次心动
的遇见袁遇见你时袁一切就像是早已相
识似的袁无须华丽的语言袁无须特别的
安排袁 你就这样出奇不意地出现在我
的面前袁出现在我的平凡生命里遥

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相知袁 是必
须的袁也是偶然的袁缘在天定袁缘起缘
灭袁 没有理由遥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
里袁冥冥之中总会有这么一个人袁在未知的地方等着你
的到来袁与你相遇袁与你相识袁与你相知袁与你握手袁与你
相爱袁相伴到老袁这就是缘份遥

人生的际遇袁往往就在刹那之间袁我们每个人都不
知道自己的前面是怎样的一条人生路袁 行行走走间袁我
遇见了你遥 遇见你袁一个美丽缘份的开始袁开始了一生的
守候遥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袁秋风送爽袁说不清什么原因袁
我们相遇并相知了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你遥 你每天无
怨无悔地陪伴着我袁关怀着我袁照顾着我袁伴我走过漫漫
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袁经历着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遥

感谢有你的出现袁感谢有你的出现让我遇见袁感谢
有你出现在我平凡的生命里袁陪我走过一段又一段平凡
的岁月遥 平凡的生命袁平淡的遇见袁谢谢你给我的爱袁我
一生一世不会忘记袁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袁伴我走过平凡
的岁月遥

滚滚红尘中袁 在芸芸众生袁如织人潮里袁人与人之间
因缘际会袁相识相知袁一个不经意的邂逅袁便把来自不同
地方的你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袁 从此开始了执子之手袁
与子偕老遥

遇见你是一种美丽的缘份袁 我们因缘而相遇袁 因缘
而相知袁因缘而结合袁生活也因结合而美满幸福遥 每一份
爱都有缘由袁遇见里袁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时袁一定要
善于把握这个心动的遇见遥 心心相印袁执着你的手袁相依
相伴袁相濡以沫到老袁这是一种浪漫的爱情遥

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程袁 每天都有很多的遇见袁
遇见生命袁遇见友情袁遇见亲情袁遇见生活袁遇见事业袁遇
见爱情等等遥 当遇见成为一种美丽的缘份时袁我们要懂
得珍惜这个美丽的遇见袁执子之手袁与子偕老袁我们的幸
福就来自我们平凡生命中那次美丽遇见的心动遥

执着你的手袁将这份美丽的遇见演绎成我们幸福的
启程遥 心心相印袁相依相伴袁有你相伴袁明天的路上袁不再
是我孤单的身影遥

于千万人之中袁遇见你所遇见的人袁于千万年之中袁
时间的无涯荒野里袁没有早一步袁也没有晚一步袁刚巧邂
逅遇上了自己心爱的人袁这就是难得的遇见遥

遇见是一种美丽的缘份袁紧握你的手袁相依相伴袁遇
见你袁用我的一生去守遥

对一个女性最有害的东西袁就是怨恨和内疚遥
前者让我们把恶毒的能量对准他人曰 后者则是掉
转枪口袁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对准了自身遥

你可以愤怒袁然后采取行动曰你也可以懊悔袁
然后改善自我遥 但是请你放弃怨恨和内疚袁它们除
了让女性丑陋以外袁就是带来疾病遥

我有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友袁多年没见袁再相见
时袁吓了我一跳遥 一时间张口结舌袁不知说什么好遥
她倒很平静袁说袁我变老了袁是吧钥 我嗫嚅着说袁我
也老了袁咱们都老了袁岁月不饶人嘛浴 她苦笑了一
下说袁我不仅是变老了袁更重要的是变丑了遥 对吧钥

在这样犀利洞见的女子面前袁你无法掩饰遥 我
说袁好像也不是丑袁只是你和原来不一样了袁好像
换了一个人似的袁整个面目都不同了遥

她说袁你不知道我的婚姻很不幸吗钥
我说袁知道一点遥
她说袁我告诉你一件事袁一个不幸福的女人是

挂相的遥我们常常说袁某女人一脸苦相遥其实袁你到
小姑娘那里看看袁 并没有多少女孩子就是这种相
貌的遥 女子年轻的时候袁基本上都是天真烂漫的遥
但是你去看中年妇女袁 就能看出幸福和不幸福两
大阵营遥

我说袁生活是可以雕塑一个人的相貌的袁这我
知道遥 但是袁好像也没有你说的这样绝对吧钥

她坚持道袁是这样的袁不信你以后多留意遥 到
了老年妇女那里袁差异就更大了遥 基本上就分为两
类院一种是慈祥的袁一种是狞恶的遥 我就是属于狞
恶的那一种遥

我不知如何接下茬袁避重就轻说袁不过袁我们
在照片上看到的老年人袁都是慈祥的遥

她说袁对啊遥 那些不慈祥的袁根本活不了太久遥
比如我袁很可能早早就告别人世遥

话说到这份儿上袁我只好不再躲避遥 我说袁那
么你怎样看待自己的相貌变化钥

她说袁我之所以同你讲得这样肯定袁就是从我
自己身上得出的结论遥 因为我的婚姻不幸福袁我又
没有法子离婚袁所以一直在怨恨和后悔中生活尧煎
熬着遥 对着镜子袁我一天天地发现自己变得尖刻和
狞厉起来遥 当然袁这不是一天发生的袁别人看不出
来袁但我自己能够看出来遥 我用从自己身上得到的

经验去看别人袁 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噎噎我看着
她袁说不出话来遥 在这样透彻冷静的智慧面前袁你
只能沉默遥

每当我想起她来袁 心中都漾过竹签扎进甲床
般的痛遥 她所具有的智慧袁是一种波光诡谲入木三
分的聪明袁犹如冰河中的一缕红绳袁鲜艳地冻结在
那里袁却无法捆绑住任何东西遥

我愿意把她的心得转述在这里遥 女人会不会
因为心理不健康而变丑袁我不敢打包票遥 因为心理
不健康而导致身体上的病患袁却是千真万确的遥

为了不得病袁为了不变丑袁人们只有更多地让
爱意充满心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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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丑陋的最根本原因
阴毕淑敏

经初步审查袁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
以登记袁根据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曳第
十七条的规定袁现对刘祖发尧曾冬明名下位于瑞金
市象湖镇八一南路绵江小区不动产予以公告袁如
有异议袁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渊圆园圆员

年 愿 月 源 日之前冤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遥逾
期无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袁我机构将予以登记遥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瑞金市经开区长征
大道西行政审批局 2 号楼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遥

联系电话: 0797-2521009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
权利类型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
单元号

不动产面积
渊平方米冤 用途 备注

1 刘祖发尧曾冬明 房屋
瑞金市象湖镇八一南路

锦江小区 T-307 123.82 住宅 拆迁安置

瑞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 7 月 13 日

不动产登记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