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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9 年
12月24日15时在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郴州市分行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面向社会公开拍卖：资
兴市兴华路建筑面积合计为
496.01m2的一栋商业、办公及
住宅用房。房产证号：公字第
4454 号。登记用途为住宅，实
际用途：一层 103.10㎡为临街
商业、办公用房，二层以上
392.91㎡为住宅用房。房屋占地
面积为 129.10㎡，暂未办理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和竞买保证金 （20 万元） 缴
款凭证来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竞买不成功的竞买人所交
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
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
之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报名时间：12月20-23日9
至17时

报名地址：郴州市南湖路
新贵华城三期5栋二单元3308

拍卖会地址：郴州市燕泉
南路8号

公司地址：长沙市五一大
道235号湘域中央1栋1919

咨询电话： 15675199776
安先生

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郴州日报》 是中共郴州市委机关
报。根据工作需要，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新闻采编人员。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全媒体采编人员4名。
二、报名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品行良好；

2.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5 周岁以下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身体健
康；

3. 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新闻写作能
力，熟悉微信公众号后台管理及文章编辑
排版与发布，能独立完成新闻采访、稿件
写作、视频拍摄、专题策划等。

4.有电视节目、专题片、宣传片采编
制作经验，能熟练使用广播级摄像机及当
下流行的便捷摄录设备，能熟练使用
AE、Premiere、Edius、Photoshop 等后期
编辑和包装制作软件，有媒体从业经验、
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或采编
人员考试合格证者优先。

5.有文体特长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9年12月16日至12

月 24日。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网上报名。
3.报名地点：现场报名（郴州日报社

行政管理部 203 室，联系人：李岚 电
话：2886719 18673531159 ） 网上报名

（QQ邮箱：87057773）。
4.资格审查：现场报名者须提供本人

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原件接受
资格审查，在职人员还须提供单位同意报
考的证明。通过网上报名者，可在郴州新
闻网下载填报《郴州日报社公开招聘采编
人员报名表》，经初审同意后，持上述证
件原件接受资格审查。凡资格审查合格
者，交近期同底1寸免冠彩照3张。

四、考试组织
1.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占总分的

60%，面试占总分的40%。
2.考试时间、地点：笔试时间定于12

月 28日上午。考试地点在郴州日报社六楼
会议室。笔试合格后，按13比例从高分到
低分确定人选进入面试。

五、体检及考察
根据考生笔试和面试总成绩排名，按

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进入体
检和考察。总成绩相同的，以面试成绩排
名确定人选。面试当晚公布入围名单；次
日上午组织体检。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
体检通用标准》执行。考察参照党政干部
考察方式进行。

六、聘用及待遇
根据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的情况

确定拟聘用人员，试用三个月, 期满后考
核合格者，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聘手
续。考核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郴州日报社
2019年12月13日

郴州日报社招聘新闻采编人员公告

2020年，我们将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打好基础，这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完成好重点任务，十
分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必须
抓好的重点任务，为我们继续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创造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实绩，兑现党向人民、向历
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工作遵循。

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就要
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
努力，必须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事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成色，必须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改善
上，必须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实现明年经济社
会发展预期目标并不轻松，必须坚持稳字
当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
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对风险挑
战，必须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真正做到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就要
解决“怎么干”的问题。要紧紧扭住新发展理
念推动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上。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
期全面完成，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
性目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要围绕民生大事难事急事，精准发力、补
上短板，做好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基本生
活保障。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有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要坚持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
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全面做好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意
味着中华民族千年愿景、亿万人民的共同
期盼将变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将迈出关键一步。这在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历史、人类社
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全力以赴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
点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历史的业绩，在新征程上书写更新更
美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奋力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 王雨萧 陈炜伟）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6日表示，今年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随着一系列支持生猪生产政策见效，猪肉价格逐步企稳
甚至回落可以预期，其他鲜活食品总体供应比较充足，食品
价格有基础、有条件保持稳定。

付凌晖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1月CPI
同比上涨 4.5%，其中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等结构性影响。
11月食品价格上涨超过10%，主要还是由于猪肉价格带动影
响，猪肉价格上涨对当月CPI涨幅影响在六成左右。

“面对猪肉价格上涨，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举措推动扩大生猪生产。如扩大生猪规模化养殖，逐步
推动各地取消不合理的禁养限养措施等，11月当月猪肉价
格环比涨幅已经出现回落。”付凌晖说，相关部门也在积极
增加猪肉进口，向市场投放储备猪肉，对于平抑物价发挥了
重要作用。同时，各地及时启动临时价格补贴，保障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

付凌晖表示，未来生猪供应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价格高位运行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今年粮食生产再获
丰收，全年粮食产量达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丰收
对食品价格稳定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一系列支持生
猪生产政策见效，猪肉价格逐步企稳甚至回落可以预期。食
品价格保持稳定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国家统计局：

食品价格有条件保持稳定

新华社西昌12月16日电（李国利 张文科）
我国16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52、53
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
完成的同时，创造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
世界纪录。

近几年，北斗系统迎来高密度发射期。中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在发射现场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自2017年首次发射北斗三号全球组
网卫星以来，实现18次发射连战连捷。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2009 年启动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
设，2017 年11 月5日实现全球组网卫星的首次发
射。

杨长风介绍说，在工程7大系统、300多家参
研参建单位、10 万余名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仅两年多时间，就连续成功实施 18 次组网发射，
将2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2颗北斗二号备份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以平均每月发射1.2颗卫星的
高密度，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
纪录”。

中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
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
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
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
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
全球提供服务。

“目前，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已进入决战决胜冲
刺阶段，我们计划，2020年6月前发射两颗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为全球提供
更优质服务。”杨长风说，与此同时，已经启动北
斗系统接续发展的总体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等工
作，计划于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的综
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中国北斗高密度发射创世界纪录
明年6月底前建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 胡浩） 教育
部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育部、中央组织
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等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这
一意见和2018年出台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结合在一起，构建起完备的新
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制度体系。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要把立德
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
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要针
对新形势下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新问题，坚持综合
施策，专项治理，将师德违规行为消除在萌芽的状
态。要正视仍有个别教师顶风违纪的现实，通过严
格的监督考核进行约束，通过严肃的处理措施坚决
惩处，使违规者付出代价，严重的要终身禁止从
教，切实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思想政治学习和师德素养提升面向全体教
师，没有例外者。”任友群说，要将师德师风建设
融入教师的资格认定、招聘引进、日常考核、职称
评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科研和人才项目申请
等各个方面。

针对近期发生的个别高校教师违反师德师风的
事件，任友群表示，教育部一直高度重视师德师风
建设，对极个别教师性骚扰学生等侵害学生身心健
康的行为“零容忍”。教育部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和
高校深入贯彻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加强教
育引导和日常管理，同时，要加大违规行为督促查
处力度，并继续公开曝光，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代
价，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教育部强调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严重违规者将终身禁教

阴山山脉深处一村庄周围的梯田（12月9日手机拍摄）。
内蒙古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这里的耕地除河套平原、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等

灌区外，大面积丘陵地带和山间梯田是豆类、谷类、燕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宜产地。冬日的内蒙古
大地，从飞机上看下去，美如版画。 （新华社记者 贾立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