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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陈维新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架号
LVSHFFAC9FF352421, 金 额
￥2000(贰仟圆整),特此声明作废

周家奇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
1462706号,声明作废。

杭州哆瑞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桐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
03月19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22MA2B1B0498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陈羽红遗失保单PDZA2018
3301WAM0109114,PDAA20
183301WAM0115648,特此声明。

湖州织里金锦晓副食店遗失吴
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07-
11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502MA
29J7QW9D,声明作废

湖州吴兴盈平五金电器商行遗失
湖州市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7-01-23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305003138889声
明作废

遗失英域成教育培训(杭州)有限公
司开具的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抬头杨志敏,发票代码：3300171
320发票号码：45284478声明作废。

孙汉仓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
公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
架号LVSHCFMB1HE413619金额
￥2000(贰仟圆整)特此声明作废

浙江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车辆合格证一张 车型：
新蓝鸟,车色：珠光白,VIN码：LG-
BH72E0XJY745630,发动机号：
HR16550550F出厂日期：2018年
07 月 06 日, 合 格 证 编 码 ：
WAC212001623864,特此说明。

杭州微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
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
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锦瑞新能源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8月22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30106MA28X8AU9Y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盘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翰茵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
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0
月14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0MA27YU6536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英域成教育培训(杭州)有限
公司开具的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抬头梅晏锦,发票代码:
3300171320 发 票 号 码:
45284479声明作废

王瑜、刘金琳遗失万科玖著里三
期 14- 906 购房发票,发票号
00335891,金额1089622元, 发
票号 00336019,金额 2150000
元,声明作废。

冯宇钦遗失武警证一本,编号公
现役字第0593686号,声明作废

杭州杰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95360001,声明作废

余河静遗失浙江中纺腾龙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意向金收据1份,收
据代码933001700643收据号码
0044623金额叁万元整,声明作废

任芳遗失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门诊发票(NO.4327062),共计
355.78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湖州优加健身管
理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9日股
东会决议,湖州优加健身管理有限
公司将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
1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芹皓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杭州
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
10月17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10MA27YWDE7T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公
务证，证号0001152声明作废。陈
誉峰

经营者周林伟遗失吴兴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1-3-15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330503660067591，声明作废

浙江培飞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邵渊渊遗失红星美凯龙2015-12-
06开具的单据SK-1512013596
金额11924.40声明作废

邵渊渊遗失红星美凯龙2015-12-
06开具的单据SK-1512013596
金额11924.40声明作废

邵渊渊遗失红星美凯龙2015-12-
06开具的单据SK-1512013591金
额40000声明作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韩泉化
妆品店遗失绍兴市上虞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年04月05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604MA29B8YJ2J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吴兴泽骏汽车修理厂遗失湖州市
吴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02
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502MA2
9J0UN1W,声明作废

杭州划破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3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啪咻咻贸易有限公司减资公
告 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本公司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至10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浙江钱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0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MA2AXFYJ2C;公章,法
人章(高振祥),财务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
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
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我们团结台湾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
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
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习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
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
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
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习近平指出，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
昭示明天。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
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
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习近平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
国统一提出5点主张。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
目标。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
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
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
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
历史创伤。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
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
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的正确道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
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
同分享。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
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台
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终结。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
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
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
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
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
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
湾同胞利益和感情。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
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

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
一。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
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争取早
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
家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
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
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
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
稳致远。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
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
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
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
前景。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
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
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
利益。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
逆流，是绝路。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
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我们坚持寄希
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
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
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
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
基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
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
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
感。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
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
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
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我
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
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
中华民族经济。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
认同。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
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
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不管
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
停、不能断、不能少。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
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
同。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习近平指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两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
拼。我们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
筑梦、圆梦。两岸中国人要精诚团结，携手同
心，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创未来。

习近平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
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
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
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
涉。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
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
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
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

汪洋在主持纪念会时说，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
年来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
胞书》4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全面阐
述了我们立足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重大政策主张。讲话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
展的历史大势，科学回答了在民族复兴新征
程中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
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完成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不懈奋斗。

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全国政协副主席、台
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苏辉，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中共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任刘结一先后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
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纪念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
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
人及对台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台胞、台属代
表，涉台专家学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人参加纪
念会。

/广告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代表祖国大陆人民，向广大台湾同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习近平强调，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
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主持。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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