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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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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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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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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民梁：
本会受理申请人广州市益乾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刘

民梁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选定仲裁员函、仲裁员名册、郴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15日、7日内。逾期未提交选定仲裁员
函，由本会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请于2020年4
月6日来本会秘书处领取组庭通知书。并定于2020年4月23
日下午3时0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会地址：郴州市
北湖区青年大道 198 号郴州市司法局二楼，电话：0735-
2368360），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郴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8日

郴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郴仲字（2019）160号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郴州监
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终止营业，现予以公
告：

机构名称：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岔路口支行

机构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里堆
岔路口63号

机构编码：B0508S34310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486249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郴州监管分局公告

彭长松、张娜：

本会受理申请人郴州市鸿瑞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彭长松、张娜的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郴仲字 ［2019］ 37 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裁

决书 （地址：郴州市青年大道198号郴州市

司法局2楼208办公室，联系电话： 0735-

2368807），逾期则视为送达。

郴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6日

郴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受委托，谨定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临

武县物资总公司四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如下标的，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旧公务用车及废旧设备、罚没物资：本
次拍卖车辆共8辆，以每一辆车为一个拍卖标的，每个
标的竞买保证金1万元整，报名资料费50元；舜发公司
南岭玉石城旧机械设备竞买保证金3万元，其他废旧设
备、罚没物资竞买保证金1万元，报名资料费50元。

请有意竞买者携带保证金、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两
份，前往报名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获取竞买资料。

展示地点：拍卖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2019年12月24至26日
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时间：至2019年12月26日下

午5时止
报名地点：临武县物资总公司院内二楼本公司办公室
咨询电话：6375739 15886562823李

郴州市德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9日

拍 卖 公 告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187764325E，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物资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88776896-8，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工程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88777037-1，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副食品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88777045-1，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第三物资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10001000073，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文化服务站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10001000811，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文化艺术传播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10001002946，特声明作废。
●郴州市文化事业发展总公司嘉宇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10001003167，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启 事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记
者 陈键兴 赵博） 19日上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陪同下，来到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考察。

刚建成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
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位于澳门南湾
湖畔，将作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
合作论坛 （澳门） 固定会议场地，
集商贸服务、经贸洽谈、商品展
示、文化展览、信息交流于一体，
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友好合作提供便
利服务。

习近平听取综合体及论坛情况
介绍，察看平台建设成果展和葡语
国家产品展示，肯定澳门回归以
来，扎实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
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取得的进展。习
近平表示，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
贸合作服务平台，是澳门发挥自身
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说，看到来自葡语国家
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看到规划中
功能齐全的各类专业设施，说明中
葡平台建设从理念变为现实，从蓝
图变为实体。我感到十分高兴。

习近平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澳留学生亲切交流，勉励他们
利用宝贵学习机会，掌握本领，成

为中国同各自国家、同世界各国交
往的友好使者。

澳门城市发展及建设展览厅
里，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图表、
一项项数据生动直观展现了澳门
回归祖国 20 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
化。结合沙盘和视频，习近平仔细
听取澳门城市总体规划情况介绍，
对澳门加强长远谋划和统筹协调予
以肯定。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
毅、马飚等参加活动。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丽媛在崔世安夫人霍慧芬陪同下，
来到澳门旅游学院参观。彭丽媛结
合展板听取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生培
养等情况介绍，并走进茶艺教室，
观看饮品调制教学，不时询问饮品
的原料和调制方法。教学厨房里
香味弥漫，学生们正在学习制作
糕点，彭丽媛观看了葡式蛋挞等
制作过程，并拿起蛋液漏斗参与
制作。

在学院教学餐厅，彭丽媛观看
了“澳门美食之都”短片和茶艺表
演，对学生们制作的特色糕点表示
赞许。彭丽媛和教师、学生亲切交
谈，鼓励同学们努力学好专业知识
和技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
西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习近平考察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记
者 李忠发 朱基钗 郭鑫） 19 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陪同下，来到
位于澳门黑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
心和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同澳
门市民和师生亲切交流。

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中心于
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可提供
26 个政府部门共 335 项服务。习近
平来到服务大楼，在大厅结合展板
听取通过整合行政服务资源，为市
民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的情
况。在身份证明和社会保障服务专
区，习近平察看相关业务办理流
程，并同正在办理业务的市民交
谈。在 24 小时身份证明自助服务
区，习近平观看护照业务等办理演
示，对通过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社会
治理精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的做
法表示肯定。

正在办理业务的市民们纷纷聚
拢过来，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
互致问候。市民们对政府惠民措施
十分满意，纷纷表达了感恩之情。
习近平表示，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市
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体现了以民
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同大家的交流
中，能够感受到澳门同胞生活不断
改善，感受到澳门回归20年来发生
的历史性变化。他祝愿大家身体健

康、生活幸福。
随后，习近平来到濠江中学附

属英才学校。濠江中学创建于1932
年，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
育学校，现由校本部即中学部、附
属英才学校、小学部和幼稚园部四
个校部组成，建校以来始终坚持爱
国主义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爱国
爱澳人才。今年“六一”国际儿童
节前夕，习近平给该校小学生回
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在澳门
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听取
澳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介
绍，了解澳门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
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情况。展
台上摆放着《中国历史》《品德与公
民》等教材，习近平拿起教材仔细
翻看。习近平表示，教材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行政区政
府同内地合编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
肯定。要鼓励更多学校使用新教
材，让老师们把教材讲好、讲活、
深入人心。

习近平还观看了学校科技创新
作品的展示，听取学生介绍科创作
品《长城的故事》和导盲杖、夜间
智慧泊车系统等，并与学生互动交
流。他说，同学们的作品很有创
意，令人印象深刻。希望学校不断
优化课程设置，探索开拓更有利于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方式。
学校礼堂里，濠江中学师生代

表，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校长、历
史科研组长、德育主任正在观摩以
“‘一国两制’与澳门”为题的中
国历史公开课。

习近平走进礼堂，全场起立，
热烈鼓掌。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并就座观摩。公开课结束后，在师
生们热烈掌声中，习近平走到学生
中间即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濠
江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爱国传统的
学校。今年 5 月收到英才学校小朋
友的来信，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
主义精神跃然纸上，让我很受感
动。濠江中学的光荣历史也映照出
了广大澳门同胞始终秉持的深厚爱
国情怀。爱国主义为澳门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政治
基础，使“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结出繁荣昌盛
发展的累累硕果。

习近平表示，今天这堂课意义
非凡、有的放矢，抓住了历史的要
点和教育的要害。要打牢爱国主义
的基础，就要了解历史。作为一个
中国人，一定要了解我们民族的历
史。“腹有诗书气自华”。14亿中国
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
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
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了

解我们5000年延续不绝的历史，就
能自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
族自豪感。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民
族屈辱史，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对于
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每个人都
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
豪，更加坚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
信心。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发生了
巨大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慨而
慷”，这让澳门同胞更加懂得“一国
两制”的根本在于“一国”，更加珍
惜今天的良好局面，增强开创美好
未来的决心。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兹事
体大，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部门
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在已有基础
上再接再厉，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做
得更好。相信澳门青年人必将成为
有为的一代、值得骄傲的一代，成长
为澳门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全体师生
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校园时，师生们围拢过
来，向习近平主席热情问好。学生
们向习近平赠送了专门制作的《习
近平主席回信纪念专刊》，习近平祝
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并同
大家挥手告别。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
毅、马飚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视察澳门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英才学校

12月18日，一名女孩在昆明海埂大坝投喂红嘴鸥。
近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市民游客纷纷来到海埂大坝、翠湖公园

等地，与前来越冬的红嘴鸥近距离接触，人鸥同乐。红嘴鸥是云南昆明的“荣誉市
民”，每年秋冬季都会来到昆明越冬。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9日说，商
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向市场投放4万
吨中央储备猪肉，后续将根据市场的情况，适
时加大中央储备肉的投放力度，增加市场供
应。同时，指导地方视情投放地方储备肉，与
中央储备肉投放形成联动效应。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为保障2020年元旦、春节的市场供
应，商务部已经对有关工作做出了安排。要增
加市场供给，确保不断货、不缺货。指导地方
和企业增加库存，重点保障粮、油、肉、菜、
蛋、奶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为保障
节日期间猪肉市场供应，从 12 月中旬开始，
陆续安排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

高峰还表示，要加强产销衔接，确保价格平
稳、质量为先。组织指导大型商贸流通骨干企
业与生产、养殖、加工企业开展产销衔接，加强
与产地的联动，优化供应链结构，提高供应链的
效率。此外，要加强市场监测，强化信息引导。
商务部已经启动了猪肉市场的监测日报制度，
在春节期间还将启动36个大中城市生活必需
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特别是猪肉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的情
况，及时发布市场信息，稳定市场预期。

商务部：正在组织向市场
投放4万吨中央储备猪肉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

者 姬烨 汪涌）北京冬奥组委经与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联、国际奥
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各国际冬
季单项体育联合会沟通协商，于
近日正式确定了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比赛项目中、英、法文名称和北
京2022年冬残奥会比赛项目中、英
文名称。

北京2022年冬奥会共设7个大
项（滑雪、滑冰、冰球、冰壶、雪
车、雪橇、冬季两项）、15个分项
（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
雪、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

项、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
冰、冰球、冰壶、雪车、钢架雪
车、雪橇、冬季两项） 和109个小
项。其中，女子单人雪车、单板滑
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自由式滑雪
男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
体、跳台滑雪混合团体、短道速滑
混合团体接力为7个新增小项。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共设6个
大项（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冬季两
项、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单板滑
雪、残奥冰球、轮椅冰壶）和78个
小项。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赛项目名称确定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高亢）工业和信息化部19日
发布 《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第一批） 通报》，41 款 APP
因存在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
息等问题被要求限期整改。

工信部通报显示，截至目前，
尚有 41 款 APP 存在违规收集、使

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
权限、为用户账号注销设置障碍等
问题，其中包括 QQ、QQ 阅读、
新浪体育等APP未完成整改。工信
部要求涉及企业应按要求于 12 月
31日前完成APP整改落实工作。逾
期未整改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
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工信部公布 41 款侵害用户权益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