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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杰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小山、廖守福、黄忠杰、陈惠卿、
厦门市嘉友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煊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我局依
法作出行政决定，拟撤销桂林市杰硕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7
日股东变更登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桂工商告字﹝ 2018 ﹞第 9 号行政
决定告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对上述拟作出的行
政决定，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
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
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
本公告三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
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自收到本公
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4 日

公 告 寻找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5 年 5

月 3 日 20 时许
在桂林市叠彩区
清秀路 1 号附近
捡拾男性弃儿一
名（姓名刘家
辉），出生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身体健康，
无随身携带物
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叠彩区联系，联系电话：
0773 — 8983327，联系地址：叠彩区政
府二楼。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桂林市叠彩区民政局
2018 年 5 月 3 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2 年 10 月

27 日早上 7 时许在
恭城瑶族自治县西
岭镇费村村委寨脚
村水轮泵路边捡拾
女性弃婴一名（姓名
陆栎西），出生日期
2012 年 10 月 24
日，身体健康，随身
携带物品有一张纸

上面写有女婴出生日期 2012 年农历 9
月初 10。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773 — 8220609，联系
地址：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滨江苑九
区。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
2018 年 4 月 16 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1年 7月 26

日清晨 6 点多钟，在
恭城瑶族自治县观
音乡老氹村路口往
栗木方向 20米捡拾
女性弃婴一名（姓名
秦雯馨），出生日期
2011 年 7 月 18 日，
身体健康，随身携带
物品有一张纸条写

有小孩的出生日期 7 月 18 日出生，妈妈
无能养你，希望有好心的路人能抱领养。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773 — 8220609，联系
地址：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滨江苑九
区。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
2018 年 4 月 16 日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长沙５月３日电（记者柳王敏）
工人运动领袖、黄埔奇才、国共桥梁、北伐
骁将……革命英烈蒋先云的一生，是短暂的
一生，更是光辉的一生。

位于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村的蒋先云故
居，作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清
明时节，社会各界群众和中小学生自发前往
悼念这位革命英烈。

蒋先云（１９０２－１９２７），字湘耘，号
巫山，湖南新田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
党员和革命烈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
动领袖、军事将领。

１９１７年，蒋先云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
三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蒋先云参加五四运
动，在衡阳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总
干事。１９２１年，蒋先云等发起成立进步团

体“心社”，宣传新文化。不久加入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２年夏，蒋先云赴江西安源开展工
人运动，在工人夜校教书并参与筹建工人俱
乐部，出任俱乐部文书股长，和李立三、刘
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同年
１１月奉命到水口山矿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工
人俱乐部，１２月领导了水口山矿工的大罢
工，并取得胜利。

１９２４年５月，蒋先云入黄埔
军校第一期学习，任中共黄埔军校
特别支部书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
部主任的周恩来赞其是“军校的高
材生”“是个将才”。军校毕业
后，蒋先云留校任蒋介石的秘书。

１９２５年，在周恩来的领导
下，蒋先云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
会，是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参加
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
希闵、刘震寰叛乱。８月任国民革
命军第１军第３师第７团党代表，
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

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
蒋先云退出国民党及第１军。北伐
战争开始后，受党组织派遣任北伐
军总部秘书，兼补充团第５团团长，
参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役。

１９２７年初，蒋介石反革命阴
谋日益暴露，蒋先云毅然去武汉任
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

倡议成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同年５月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蒋先云被任
命为国民革命军第１１军２６师７７团团长
兼党代表，率部北上河南，５月２８日在
攻克临颍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在武昌亲自主
持召开追悼会，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向导》周报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
志》的悼词。徐向前元帅称蒋先云“斗争

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
人的榜样”，并亲自为他题词：蒋先云烈
士永垂不朽。

蒋先云的革命情怀和爱国斗志激励着
家乡人民。为纪念他，新田县将县城一条
繁华街道（县城至蒋先云出生地方向）命
名为先云路，并修缮了蒋先云故居，民间
自发组织成立了新田县蒋先云研究会。

黄埔奇才——— 蒋先云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在“五四”
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工作人员，向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502 班团员
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对同学们立志“不忘
初心，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予
以充分肯定，勉励他们坚定信仰、砥砺品

德，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法治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7 年 5 月 3 日，习近平到中国政法
大学考察时，参加了 1502 班团支部“不忘
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对团员青年成

长成才提出了殷切期望。
近日， 1502 班团支部全体同学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来信说，一年来，同学
们牢记总书记教诲，自觉用行动践行“不
忘初心跟党走”的誓言。大家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一些同学正式入了党，一些同学
成为了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起的

“不忘初心跟党走，青年立志做大事”倡
议活动，得到几千名法大学子响应。大家
还积极参加普法、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
到梁家河和兰考县参观学习。通过深入的
思考和实践，同学们进一步坚定了永远跟
党走、为国作贡献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通报，对 2017 年落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深化创新
驱动、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
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25 个省（区、市）、 82 个市（地、州、
盟）、 116 个县（市、区、旗）等予以督
查激励，相应采取 24 项奖励支持措施。这
是自去年建立督查激励长效机制以来，国务
院办公厅组织开展的第二次督查激励工作。

通报要求，受到督查激励的地方要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各地
区、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打好三大攻
坚战，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埋

头苦干，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到位，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
献。

此次督查激励的地方名单共 24 组，典
型性和示范性较强，充分体现了鼓励主动作
为、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包括吉林省长春
市、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宁波市、湖北省
武汉市、陕西省富平县等 20 个市（地）、
县（市、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
好；山西、上海、福建、河南、重庆、四川
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促进外贸继续回稳向
好及落实外资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北京、山
西、江西、广东、陕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
明显；安徽、江西、湖北、广西、四川、贵
州、西藏、新疆完成扶贫开发年度计划、减

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福建省龙岩
市、山东省日照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
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等。

与去年相比，今年在保持原有 24 项
激励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了正向激励力度，提高了激励措施
的“含金量”。如，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份，在以工代赈
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对地方水利建设投
资落实较好、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完成
率较高的省份，每个省增加安排 1000 万
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应减少地方建设投
资规模。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的市，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发展数字经
济及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合作等相
关工作中予以优先支持。此外，对落实重
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创造典型经验做
法、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地方，继续给

予“免督查”的激励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务

院连续两年对工作干得好的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对于推动形成主动作为、真抓实干的
鲜明导向，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从实际出
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
进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具有重要意义。这次督查激励的名单，是有
关部门按照注重实绩、优中选优、公正透明
的原则，在综合评价 2017 年重点工作成
效以及结合国务院大督查、专项督查、部门
日常督查情况基础上形成的，充分考虑了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适当向市县基层地区
倾斜。据统计，有 38 个地方由于多项工作
成效突出，受到 2 项以上督查激励；有 35
个地方由于 2017 年取得新的突出成绩，
连续第 2 年获得督查激励。

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组织兑现
各项激励措施，指导地方用足用好激励政
策红利，把督查激励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成效。

习近平勉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502 班团员青年

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

国办印发通报对 2017 年落实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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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２日电（记者徐剑梅 刘阳）美国白宫
新闻秘书桑德斯２日证实，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泰·科布将于５
月底退休，曾帮助前总统克林顿应对弹劾程序的律师埃米特·
弗勒德将代表特朗普及其政府应对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米勒主持
的“通俄门”调查。

桑德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科布是“总统的朋友”，考
虑退休已有数周时间，并于上周将退休决定通知了白宫办公厅
主任凯利。桑德斯同时再度指责米勒调查是“猎巫”行为。

美媒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说，科布是特朗普律师团队核心
成员，他离去的一个原因是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抨
击米勒调查，并认为自己的建议遭到忽视。据披露，目前，白
宫律师团队对特朗普是否应接受米勒约谈意见不一，科布倾向
于与米勒调查团队合作，上周还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白宫仍在
考虑特朗普接受米勒约谈事宜。

据美国媒体报道，弗勒德常年在华盛顿工作，在应对复杂
的司法调查方面有丰富经验。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他曾加入时
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法律团队，帮助他应对弹劾程序，但不
是团队中的主导角色。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他曾在白
宫顾问办公室工作两年。

特朗普换律师应对

米勒“通俄门”调查

本报讯(通讯员朱国瑞 记者孙敏 文/摄)近日，经过 4
天 195 场紧张激烈的比赛， 2018 年桂林市中学生篮球赛在桂
林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桂林中学、阳光中学获得高中组
男、女冠军；平乐县实验中学、奎光学校摘取了初中组男、女
桂冠；而职高组男、女冠军则被广西城市建设学校和市旅游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摘走。图为比赛现场。

桂林市中学生篮球赛落幕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郁琼源）国
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邓勇 3 日在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全国税务系统将迅速落实
各项减税政策，确保国家减税“大礼包”及时足
额、实实在在送到每一名纳税人手中。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深化
增值税改革，决定 5 月 1 日起将 17% 和 11% 两
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下调 1 个百分点、统一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三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

邓勇说,截至 5 月 2 日 24 时，全国开票份
数达 1132 万份，开票金额 1469 亿元。其中，
增值税专用发票 131 万份，增值税普通发票 391
万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592 万份，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 18 万份，改革整体运行平稳。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创新成本、增强小微企业
发展动力、促进扩大就业， 4 月 25 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再次推出七项减税措施，支持创业创新和
小微企业发展。

“这七项减税措施内容多、优惠足。”邓勇
说，税务总局正积极配合财政部制发财税文件，
起草税务总局公告、政策解读稿等文件、材料，明
确政策内容、征管要求、办理流程等纳税人关注关
心的热点问题，畅通政策落实“第一公里”。

邓勇表示，税务总局将于近期召开七项减税
政策“一竿子插到底”专题全国辅导视频会，实
现各级税务机关人员包括窗口一线人员和纳税人
的同步培训。同时积极指导各级税务机关充分利
用税务网站、微信、移动客户端、 12366 纳税
服务平台、二维码等渠道，开展全覆盖的减税政
策大宣传、大辅导，实现纳税人对减税政策理解
到位、应知尽知。各省级税务机关也同步组织调
整纳税人端申报软件。

税务总局：迅速落实各项减税政策

将税收“大礼包”及时足额

送到每一名纳税人手中

▲这是 5 月 2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拍摄的楠科内河特大桥施工现场。

楠科内河特大桥是中老铁路全线最长的桥，全长约 7506 米，全桥共
230 个墩(台)。作为中老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铁
路北起两国边境磨憨-磨丁口岸，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 414 公里，其
中 60% 以上路段为桥梁和隧道，设计时速 160 公里，建设期 5 年。

新华社发(刘艾伦摄)

建设中的中老铁路全线最长桥
——— 楠科内河特大桥

新华社伦敦 5 月 3 日电(记者顾震球)英国伦敦救援人员 3
日说，伦敦北部地区于当地时间 2 日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造成近 30 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伦敦北部斯坦福德山地区一处犹太人节日庆典
现场。现场录像显示，在篝火即将被点燃时，许多人聚集在离
篝火几米远的地方观看，背景声中还有人们的歌声，突然一个
巨大的火球从火堆上升起，将正在看热闹的人们吞没。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原因，但据现场目击者称，爆炸或许由
一部被扔进篝火的手机引起。

据救援人员说，大多数受伤者的面部受到灼伤，其中约
10 人已被送到医院治疗。

伦敦北部发生爆炸
近 30 人受伤

▲ 5 月 2 日，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姆拉，人
们冒着大雨前行。

近日，印度部分地区遭遇强风、暴雨和沙尘暴等
极端天气。 新华社/法新

印度遭遇极端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