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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管理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4号）等
文件精神，请吉林省磐石市北长岗锌多金属矿详查等8个勘查项目的
探矿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到我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逾期
不办理的，一切后果由探矿权人自行负责。

磐石市过期探矿权名单:
1.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北长岗锌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人：大

连中申经贸有限公司；许可证号：T01120090402028356；有效期：2015
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2日。

2.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管马小荞麦—老帽沟多金属详查；探
矿 权 人 ：吉 林 省 斯 诺 经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许 可 证 号 ：
T22120080902014395；有效期：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

3.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大椅子山铜矿详查；探矿权人：吉林鑫
泽矿业有限公司；许可证号：T22420090503028790；有效期：2015年5
月13日至2016年5月13日。

4.项目名称：磐石市新立屯高岭土矿详查；探矿权人：吉林市金桥
黄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许可证号：T22420090503028790；有效期：

2015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3日。
5.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北玻璃屯铁矿详查；探矿权人：

长春市大经建筑材料经销有限公司；许可证号：T22420100202039420；
有效期：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2月20日。

6.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郭大院屯方解石矿普查；探
矿权人：磐石重钙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证号：T22420150403051281；有
效期：2015年5月10日至2017年5月10日。

7.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滚马岭铜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人：磐
石市新细林镍矿有限公司；许可证号：T22420100202039466；有效期：
2015年8月17日至2017年8月17日。

8.项目名称：吉林省磐石市石咀子地区铜多金属矿勘探；探矿
权人 ：吉林省吉森丰华石咀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证号 ：
T22420100202039466；有效期：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

特此公告
磐石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2月22日

磐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吉林省磐石市北长岗锌多金属矿
详查等8个过期探矿权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公告

遗失声明
●李春梅将人民警察证遗失，警

号：2215132，声明作废。●农安县农安镇人人饺子坊将号
码为：23040719820521001681税务登记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长春大学园林专业2019年毕业
生 温 晓 成 ，毕 业 证 编 号 ：
117261201905003323，遗失本科毕业
证，声明作废。●吉林省吉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241003245740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
行 长 春 人 民 广 场 支 行 ，账 号 ：
22050134010000000168，声明作废。●孙微将医师资格证书丢失，证件

编码20172212022038219871218314X，
签发日期2017年11月6日，声明作废。●贾宝军，22022419740719181X身
份证丢失，声明作废。●宗高峰将与吉林省中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葡京小区（上和城
1栋107号房源）购房合同遗失，声明作
废。●李平将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女子
监狱二级警督警官证遗失 ，警号
2205349，声明作废。●崔继英将棚户区及危旧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遗失，协议书编号：
F088，声明作废。

磐石市磐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284MA1548H99X法定代表
人：聂鸿雁），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元。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初莹
联系电话：0432-65242013
联系地址：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经济开发

区原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楼3楼
特此公告。

磐石市磐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减资公告

由于朝阳区长春工程字院危旧房改造项
目部对长春市朝阳区进化东胡同24-3号工
程学院宿舍14栋4门408室进行改造，请张
志廉其子女王淑奎、王秀文、王弘、王群、王
达、王强见报后7日内与王力联系，联系电话：
13304313364。

联系人：王力

寻人启事

我单位有农场预出租，基本情况及联系方
式如下；

一、基本情况
前郭农场位于吉林省前郭县，有水田和旱

田土地252.4公顷；开安农场位于吉林省农安
县，有旱田土地1.31公顷。本次两个农场打
包出租，出租期限三年。

二、联系方式
有承租意向者请提前报名，索要承租须

知，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3月4日16：00。联
系人：谷若雷；

联系电话：0431-86130041；13944865760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长

春输油气分公司
2021年3月1日

农场出租

减资公告
吉林瑞龙达铁合金有限公司因公司经营

需要，经公司股东决定，依法减资，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800万元减至30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处理。

公司地址：吉林瑞龙达铁合金有限公司
联系人姓名：李荣玉
联系电话：18744248368

公 告
张辉：

长春市长规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孙革预将持有的占
注册资本的 28 %股权出让，现因与你联系不上，特此公告，如在公告
发出七日内没有主动与单位联系相关事宜，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特此公告！

长春市长规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3月2日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于佳欣）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今起生效。首批“上榜”的中欧

各100个地理标志即日起受到保护，这意味着

中国和欧盟的更多特色优质名品将进入彼此

市场，不仅将更好保护中欧企业权益，也会让

双方消费者买得放心。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来源于某一地区的

标志，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类型。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谈判于2011年启动，历经8年22轮

正式谈判和上百次非正式磋商，于2020年9月

14日正式签署。这是中国对外商签的第一个

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中欧

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系列中欧名品牌榜上有名：安吉白茶、

山西老陈醋、烟台苹果、南京盐水鸭、库尔勒香

梨、法国香槟、巴伐利亚啤酒、帕尔玛火腿……

中欧双方互认地理标志超过500个，不仅涉及

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还有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宣纸、蜀锦等地理标志，是中欧之间首

次大规模互认对方地理标志。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詠箑表示，协定生效

为我国地理标志产品进入欧盟提供了知识产

权保护，为相关产品“走出去”提供了条约保

障，有利于提升产品知名度，开拓海外市场，将

为中欧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国也承诺对欧盟相关地理标

志提供法律保护，这将让欧盟地理标志持有人

放心将相关产品出口至我国，我国消费者可以

吃到、用上更多欧盟的优质产品。

据悉，保护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双方互

认的各约100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之日

起开始保护，第二批各175个地理标志将于4

年内完成保护程序。受保护的地理标志，如

遇问题，可通过条约建立的双边机制来解

决。中欧双方将成立联合委员会，以更好履

行协定。

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6495亿美元，中国

首次成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专家表示，协

定签署彰显了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保

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欧双方支

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的承诺。协定生

效将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及提振全球经济注

入信心。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3月1日生效
更多好物“放心购”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文，还附录了中央农办主任、农

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的解读文章及人民日报社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近期发

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

揭露。

报告分为序言、疫情严重失控酿成人间悲剧、美式民主失

序引发政治乱象、种族歧视恶化少数族裔处境、社会持续动荡

威胁公众安全、贫富日益分化加剧社会不公、践踏国际规则造

成人道灾难，全文约1.5万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重

大威胁。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致失控，美

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但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却

超过全球总数的25％，死亡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20％，超

过50万美国民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治乱象，进一步撕裂美

国社会。金钱政治扭曲压制民意，选举成为富人阶层“独角

戏”，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来最低点。

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

难。有色人种在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约为三分之

一，却占被监禁未成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

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

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的目标。

报告指出，美国枪支交易和枪击事件创历史新高，人们对

社会秩序失去信心。2020年美国共有超过41500人死于枪

击，平均每天达110多人，全国共发生59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平均每天超过1.6起。

报告强调，美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

言。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弱

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

报告认为，在抗疫需要全球团结的时刻，美国却执意奉行

本国优先，推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挥舞制裁大棒，霸凌威胁

国际机构，残酷对待寻求庇护者，成为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

麻烦制造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新华社国家高端

智库 2月 28日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

《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

减贫理论与实践》，解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

论。多国专家学者认为，坚强有效的领导、持

之以恒的战略以及科学专业的措施等中国减

贫实践和中国对减贫规律的理论探索，为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减贫事业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重要参考。

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坛项目计划

部主任谢莫尼勒表示，这一报告向世界详细、

系统解释了中国如何消除了绝对贫困。在他

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减贫政

策的长期性。

老挝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西提

赛·赛亚冯说，中国减贫的科学专业令他印象

深刻。他说，中国以扎实的调研和翔实的数

据为基础开展精准扶贫，这种科学的方式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减贫工作的重

视。此外，中国的扶贫以发展为导向，注重提

高贫困地区人口劳动技能，这有利于贫困人

口加速脱贫。

法国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

莱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多份中国五年规划，

就会发现中国减贫政策的执行有很强的连续

性。这是一种包容性增长政策，政策规划的根

本出发点是国民的福祉。”她认为，中国减贫举

措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启迪。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

尔认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持续推

进工业化、城镇化，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及政

府明确把减贫作为优先任务，是中国成功消除

绝对贫困的重要原因。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个致力于服务

人民、帮助人民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

放在减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经济

获得长足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减贫目标。”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穆巴拉克·洛认为，中

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意愿和高超的领导

力是中国减贫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减贫取

得巨大成就还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多管齐下

的减贫政策，在基础设施开发、提高融资便利

度等领域综合施策。

莫桑比克若阿金·希萨诺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研究员埃尼亚·西杜莫认为，这份智库

报告体现了中国同全世界分享发展理念和经

验的开放态度和良好意愿。报告中提及的坚

强领导、细绘蓝图、发展导向、数字管理、分级

实施五项要素，很好地阐释了中国的减贫发展

经验，值得所有面临减贫挑战的国家学习。他

还说，大数据在减贫全流程中的应用提高了减

贫效率，数字化管理有助于跟踪回访扶贫对

象，确保扶贫工程持续开展。

埃及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尔汉·谢赫认

为，在减贫过程中，中国政府有着清晰的整体

规划和战略方向，坚持经济与社会发展齐头并

进，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坚持促进科技、教育

等发展以振兴乡村和贫困地区。在具体执行

层面，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参与扶贫的官

员、办事人员等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脱贫计划，

同时使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加强资金、人口信

息的管理，工作十分细致。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哈桑·

阿布卡斯莫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学习借

鉴中国减贫经验和做法，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

注意，一是始终抓住经济发展这个“牛鼻子”，

不断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激发社会生产活力，

持续提升扶贫效能；二是有明确的国家战略规

划，保证了减贫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

说，这项报告的发布充分证明中国在不断深化

对减贫事业的规律性认识，让世界能够更好地

了解中国减贫实践，从中获得启迪。（参与记
者：章建华 毛鹏飞 唐霁 孙晓玲 张代蕾 邢
建桥 聂祖国 吴丹妮 蔡国栋 黎华玲 杨臻）

多国专家学者谈中国减贫经验给世界的启迪

这是2月28日在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迪拜拍摄的以色列货
船“埃利奥斯·雷伊”号。该货
船停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的港口，以维修在2月25日爆
炸中损伤的船体。以色列方面
认为伊朗关联这起爆炸。一家
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这艘货
船从事“间谍”活动。

新华社／法新

（上接第一版）要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同志高

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开展批评，帮助同志发现

缺点、改正错误，团结同志一道前进。要涵养

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和气度，胸襟开阔、诚恳

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习近平强调，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

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

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风险和考

验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年轻干部要自觉加

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

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

士。要坚定斗争意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

决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缩不前，一遇到困

难就打退堂鼓。要善斗争、会斗争，提升见微

知著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先机、趋利避害。要

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抓住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排兵

布阵，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增强底线思

维，定期对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排查。要善于

经一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练就斗

争的真本领、真功夫。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接过艰苦奋斗

的接力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节俭

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

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

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

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年轻干部要

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贯通起来，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

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学习

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

周年。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上接第一版）波方愿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中欧班列为抗击

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各领域人员往来和

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波方愿继续为中东欧国家同

中国合作作出贡献。我期待疫情过后再次访华，愿同习近平

主席保持密切友好交往，共同推动波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日晚同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塔两国人民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特别是抗疫合作成为亮点。双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塔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坚定支持塔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稳定，愿同塔方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塔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将为中塔全方位合作带来新机

遇。双方要统筹推进经贸、投资、农业、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

领域合作，优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中方愿

进口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塔方优质农产品。中方愿向塔方提

供疫苗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中方将

全力支持塔方轮值主席国工作，同塔方加强协作，推动上海合

作组织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拉赫蒙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人民新

春快乐，祝愿中国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功。拉赫蒙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辛勤努力下，中国在减贫

领域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塔方表示热烈祝贺。塔方

高度赞赏中方为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贡

献，感谢中方为塔吉克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给予的宝贵支持。塔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本着睦邻

友好精神，扩大两国政治、经贸、安全、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加

强抗疫合作，赋予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推动两国

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沟通，成功完成上

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举办一届成功的上合组织峰会。

据新华社南昌3月1日电（记者范帆）记者从江西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3月1日，江西省气象局一架B－10GD型号飞

机在执行人工增雨任务过程中，于15时19分许在江西省吉安

县浬田镇上湖村坠落，引起民房起火。事故导致机上5人全

部遇难，另有1名村民受轻伤已送医，3栋民房受损。

江西吉安发生坠机事故
机上5名人员确认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