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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清：
本院受理（2017）黔0402民初3446号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应清信用卡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归还欠款本息合计人民币42,
33.96 元（暂算至 2017 年 7月 30日，其中：本金 30,
322.42 元，利息 10,246.71 元，逾期违约金 1,767.85
元，余下利息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2、原告有权对被
告的资产处置所得收入享有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
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织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间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起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人工作
日）在本院第二法庭（蔡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11日

严珍、邹勇祥：
本院受理(2017)黔0402民初3453号原告邹昕与

被告严珍、邹勇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1、二被告偿还原告于2015年6月1日借款10000元，
于2015年9月19日借款10000元，共计借款20000元
及相应利息(各笔借款利息按银行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
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
作日)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蔡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严珍、邹勇祥：
本院受理(2017)黔0402民初3454号原告邹青与

被告严珍、邹勇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1、二被告偿还原告于2015年12月6日借款50000元
及相应利息(利息按银行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时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在
本院第二人民法庭(蔡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特此公告

严珍、邹勇祥：
本院受理(2017)黔0402民初3455号原告杜春彩

与被告严珍、邹勇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
令：1、二被告偿还原告于2015年6月2日借款10000
元，于2015年7月4日借款50000元，于2015年10月
20日借款10000元，于2015年11月23日借款50000
元，共计借款120000元及相应利息(各笔借款利息按银
行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6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蔡官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王倩、谢敏、代康、代兴国：
本院受理原告安顺西秀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倩、谢敏、代康、代兴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谢贤军：
本院受理原告吴海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2017)黔0402民初2122号民事裁定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向
本院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25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6年9月1日起
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给原告，直至本息还清之口止(其

中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的资金占用期间
利息为56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遗失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龙潭街道办事处李建国个人私章，声明作废。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遗 失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新华社联合国9月11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1日一致
通过第2375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同
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
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
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决议表决后表示，中
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2375号决议体现了
上述“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朝鲜发展核
和弹道导弹能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场。
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
望和意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导试
验，切实回到无核化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发言时表示，安理会
成员国应当继续寻找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办法。他敦促
安理会认真考虑俄中两国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
的倡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俄罗斯不承认朝鲜争取核大国地
位的诉求，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关于要求平壤停止
其导弹计划的决议，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针对朝鲜9月3日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在次日
向安理会成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供安理会15
个成员国讨论。这是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
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今年7月4日，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以中方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
机制“双轨并行”思路、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
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和俄方提出的分步走设想为基
础，制定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印度12名渔民
被斯里兰卡海军抓扣
新华社新德里9月12日电 据全印广播电台12日报

道，斯里兰卡海军11日晚抓扣了来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的至少12名渔民和他们的渔船。

报道说，这些渔民来自泰米尔纳德邦沿海的拉梅斯
沃勒姆镇，斯里兰卡海军说这些渔民闯入了斯领海。

报道援引泰米尔纳德邦渔业协会主席埃默里的话
说，这些渔民是在卡奇提武岛附近海域作业时被斯里兰
卡海军抓捕的，连其渔船被带往斯里兰卡的塔莱曼纳尔
扣押。

斯印渔业纠纷问题由来已久。最近几年，斯印双方
相互指责对方渔民进入己方海域非法捕捞，并对其实施
抓扣行动，使渔业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
上周，斯里兰卡方面释放了80名被扣押的印度渔民。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12日，被
称为“中国最年轻大学”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揭牌成立，迎来首批392名全
日制本科新生。

当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
立大会暨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在位于
北京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的校址举
行。第一届中国社科大本科新生共有
392名，分别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

学院、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4个学
院的7个专业就读。

中国社科大隶属于中国社科院，以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
教育资源而组建。学校于2016年开始
着手创办，于今年5月10日正式获教
育部批准成立。2017年秋季开始招收
首批本科生。据校方介绍，今年学校的

录取分数线在各招生省市均名列前茅。
据介绍，中国社科大将采取一些特

色培养方式，包括“师徒制”指导模式，
设立本科生学业导师，每位导师指导
2-5名学生；在某些基础学科和重点学
科开展“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开展
国际联合培养，让学生赴海外继续攻读
学位；教学与科研结合，鼓励本科生参
与学校和导师的科研活动等。

新华社北京 9月 12 日电
“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
平台是交通运输行业目前唯一
实现开放共享的平台。”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岑
晏青11日在2017年中国互联
网＋交通运输行业融合创业大
赛创业分享会上说。

岑晏青介绍，截至目前，综
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
有 7TB的数据向社会开放共
享，包括各种运输方式相关的
数据，有的来自政府部门，还有
一部分来自通信运营商、互联
网企业等，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增值的服务、开发。

2017年中国互联网＋交通
运输行业融合创业大赛由交通
运输部发起，从今年7月至12月
举办，鼓励参赛对象围绕交通运
输全领域，依托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
术，推动交通运输服务模式与业
态创新、企业运营转型、行业治
理能力提升和技术应用升级。

岑晏青说，互联网＋交通运
输方面的创业正处于风口时期。
目前，我国在互联网＋交通运输
方面已经建立起三大平台：出行
云、智能网连车、高速公路不停车
收费平台即ETC模式。将来，利
用手机支付也能实现高速公路无
障碍通行，移动支付不停车收费
在全国有很好的发展趋势。

大赛承办方、北京千方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兴明说，千方

集团关注智能交通投资重点方向和领域，
将通过集团、上市公司、车联网基金三大投资
平台，为创业团队构建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
产业与资本融合平台，推动“互联网＋交通运
输”领域的创新创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能够引领全球智慧交通行业的发展。

9月12日，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生态稻渔养殖基地农户在打捞稻田生态鱼。
金秋时节，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银川市引黄灌区水稻飘香、鱼肥蟹美。近年来，银川市进行农业产业升级，建

设生态渔场15个，大力推广鱼、蟹、稻综合种养殖的绿色循环模式，实现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百姓获益。 □据新华社

塞上江南 稻香鱼肥

作为世界旅游行业规格最高的会议，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将
于13日在成都开幕。继2003年在北京
成功举办后，这一会议再次回到中国。

专家认为，“移师”中国并聚焦西部，
既是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市场的强大
吸引，也是世界各国对旅游行业转型发
展中国方案的期待。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
布·瑞法依是个“中国通”。他每年都要
来中国，去过桂林、海南、北京、河南等
地，喜欢在各个场合向世界推荐中国的
美丽。他说，此次大会选择在中国召开，
正在于中国旅游业近年来的高速发展，
而且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很有激
情和活力。

在与会政要和客商看来，中国的市
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无疑是非常有吸
引力的。今年7月，成都开通了直飞塞
舌尔的航班，目前每周有5个航班，上座
率已超过90%。塞舌尔旅游、民航、港口
和海运部长莫里斯·罗斯托-拉兰说：“当
旅客流量上升后，我们会再开通更多有
规律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
接待中国游客达到3万名。”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数据显
示，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一大
出境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
年均超过13%。“中国还是全球第四大旅
游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都愿意
到中国来旅游，就现在而言，中国国内旅
游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塔勒布·瑞法

依说。
旅游产业是世界公认的资源消耗

低、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高的产业，也
是许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理
念，也成为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塔勒布·瑞法依说，世界上每11人
中就有1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旅
游业收入占世界经济总量约9%，并为世
界贡献了20%的进出口贸易额。然而，
旅游业为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一直以来
并未被人们所重视。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
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
闲、全域旅游。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

库”CEO汤继强以四川为例说，当地大
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成为经济下行压力
下稳增长的一道亮丽风景，还成为脱贫
攻坚的一把利剑。“我国探索的‘旅游+’，
相信对于世界挖掘旅游业综合效益具有
一定启示。”

在活动举办地成都市，当地推进文
旅结合，给自然风光注入了丰厚的人文
底蕴，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
些旅游客商来到成都的世界文化遗产

“都江堰-青城山”游览，太极拳、茶道、大
熊猫等让他们流连忘返。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是一个政府间国
际组织，2003年11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
构，宗旨是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有利
于经济发展、国际相互了解、和平与繁荣。

世界高规格旅游大会“移师”中国西部折射了啥？
□新华社记者 叶建平、李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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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年轻大学”中国社科大迎来首批392名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