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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搬家服务

便民信息 遗失声明

综合信息地址：常州市北大街大庙弄2号新闻大厦南楼807室 电话：0519-8668555313685263567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 电话：0519-8667799313775616318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888117114008800400

回收
钱币银元、古币、纸币

等各种收藏品

15061932861
商务典当

常州龙腾典当
老酒 古玩 字画 回收鉴定
18706121777地址：清潭路118号

�南京医科大学临床专
业徐浩然不慎遗失毕
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
荐表，声明作废

江苏天目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本公司定于2019年6月20日下午两点在溧阳市溧

城镇天目路25号（唐家居委会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拍卖标的：位于溧阳市溧城镇唐家村西大门内唐

家小院（含唐家二巷两间门面）的租赁权（期限5年），
面积约500平方米。

展示时间：自公告日起至6月18日于标的坐落地
展示，意向竞买者可自行前往查看或咨询。

报名时间：竞买人需于6月19日下午4点前凭
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拍登记手续并缴纳
保证金1万元整。

联系电话：13775626060 051987289555
联 系 人：狄先生

2019年6月7日

告 示
因施工需要，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
院龙六路临时段临
时封闭，时间 2019
年6月7日至28日
止，请过往车辆绕
行，引起不便，敬请
谅解！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2019年6月7日

�钟楼区五星季传尚农
副产品配送服务部遗失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404600536882，正 本 编
号：320404000201507270111，
副 本 编 号 ：
320404000201507270112， 声
明作废

渠 道 合 作 邀 请 函市级媒体《常州晚报》承接个人、个体和单位
证件（公章、票据等）遗失、公告声明、招租转让、商务便民等信息登报
服务。有渠道资源的代帐企业和其他业界同行,可以洽谈合作,具体
合作细节面议,提供样报、收款发票和快递寄送,以及刊后查询等事宜
服务,解决您后顾之忧。合作咨询电话:0519-86685553

�常州市瑜昂辉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02MA1UYW8XX8，
正 本 编 号:
320402000201801290008， 副
本 编 号 ：
320402000201801290066， 声
明作废

�常州市瑜昂辉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挂失，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许 慧 娟 (身 份 证 号
320211199110012779)遗失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证书，等级:一级乙等，
证书编号:3215301006304，
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莫斯科克里
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建交 70 年来双
边关系发展，一致同意秉持睦邻友
好、合作共赢理念，发展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两国
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更好惠及两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连任国家
主席后，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也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到访俄
罗斯。当前，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
国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坚实
牢固；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两国关
系内生动力不断显现，利益交融日
益深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
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
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70 年是里程碑，也是新
起点。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俄承载着两国人民和国际社
会的更大期待。中方愿同俄方携
手努力，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
关系的积极效应，让两国人民在双
方合作中有更多获得感，在国际事
务中贡献更多“中俄方案”。今天
我同普京总统签署两项重要声明，
一是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建交 70
周年这一重要年份，赋予双边关系
新的定位和内涵；二是宣示共同维
护全球战略稳定，体现中俄的担当
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应，
这在当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上升。加强中俄关系
是历史的召唤，是双方坚定不移的
战略选择。双方要增进战略沟通
和协作，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相互支持。要促进两国
经贸合作全面提质升级，推进两国
战略性大项目和新兴领域合作同
步发展，加强经贸、投资、能源、科
技、航空航天、互联互通、农业、金
融、地方等领域合作。要积极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合作，致力于促进地区一体化
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要加强人
文交流，设计好 2020 年至 2021 年
中俄科技创新年活动方案。中俄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
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捍卫以
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体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注入强大正

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贡献。

普京表示，热烈欢迎老朋友习
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祝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诞
生第二天，我们两国就建立起外交
关系。建交 70 年来，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水平，全方位交流合作富有成
效。俄中建立起名符其实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了两
国人民，也成为维护全球安全和战
略稳定的重要力量。我们不能满
足已取得的成就，还要把两国关系
发展得更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此访意义
重大，将为新时代俄中关系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俄中两国要继续加
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
调协作，共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带来的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俄方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
贸、农业、金融、科技、环保、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加大地
方交往，增进教育、文化、旅游等人
文交流。俄方愿向中方提供充足
的油气能源，愿增加对华出口大豆
等农产品，希望加快欧亚经济联盟
同“一带一路”的对接。

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有关部门
负责人汇报各重点领域双边合作情
况，并就朝鲜半岛形势、伊朗核、委
内瑞拉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
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
国际场合的沟通配合，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
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
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并见证
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并参观长城汽车图拉州工厂下线
汽车展，出席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
开馆仪式。

会谈前，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
宫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
迎仪式。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迎宾曲，习
近平和普京分别从乔治大厅两端
沿红地毯阔步迈入大厅中央。两
国元首紧紧握手，合影留念。军乐
团奏中俄两国国歌。习近平同俄
方主要官员握手，普京同中方陪同
人员握手。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
剧院共同出席中俄建交 70
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文艺演
出。

当地时间 20 时 45 分许，
习近平和普京一同步入会
场。全场起立，鼓掌欢迎。

普 京 首 先 致 辞 。 他 表
示，建交 70 年来，俄中关系
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双方相互支持和帮助，
推动两国关系今天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中国是俄罗斯
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能源、
航空航天、科技等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俄方愿同中方一
道，为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而
共同努力。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
发表题为《携手努力，并肩前
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
美好未来》的致辞。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隆
重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共
同迎来两国关系又一个历史
性时刻。我们不会忘记，在
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和抗日
战争期间，中苏军民并肩作

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用
鲜血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战斗
情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第二天，苏联即承认并
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
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的岁月
里，大批苏联专家用智慧和
汗水帮助新中国奠定了工业
化基础，也书就了两国人民
友谊的佳话。进入 21 世纪，
双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为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树立了典范。

习近平强调，经过 70 年
风云变幻考验，中俄关系愈
加成熟、稳定、坚韧。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中
俄关系，要始终以互信为基
石，筑牢彼此战略依托，加大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力度，牢牢把握中俄
关系向前发展的战略方向。
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实世
代友好的民意基础，鼓励两国
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
鉴，共同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
接力棒。

习近平强调，70 年的历
史经验充分表明，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中俄都是搬
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
伙伴。让我们以庆祝建交70
周年为新起点，携手努力，并
肩前行，共同开创新时代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美好未来！

全场对中俄两国元首的
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共
同观看“乐动中俄”人文交流
主题活动短视频，并欣赏由
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
文艺演出。

演出在俄罗斯民歌《沿
着 宽 阔 的 街 道》中 拉 开 序
幕。《庆祝序曲》以丰富的中
国民族管弦乐展现了喜瑞祥
和的节日场面。中俄艺术家
合奏中国乐曲《茉莉花》和俄
罗斯乐曲《红莓花儿开》表达
出对两国传统友谊的赞美。

《来自东方的祝福》构成一幅
意境深远的音乐画面。演出
在俄罗斯民族乐曲《卡林卡》
中落下帷幕。

中 俄 各 界 人 士 约 1600
人出席。

习近平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并致辞——

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

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是两国元首在会
谈前握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