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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铭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郴州鱼跃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郴州市铭建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郴仲字 ［201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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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郴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黎华：

本会受理申请人郴州银峰置业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黎华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郴仲字 ［2019］ 65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 （地址：郴州市北湖区青

年大道198号郴州市司法局二楼208室）领

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郴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0日

郴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月9日10时起至2020年1月1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资兴

市开发区东江花园商住楼SZ01幢D110号（南面，产权证号：00038730号，建筑面积：42.72m2）的房产。有意竞买者请

登录网拍平台了解具体事项。（网拍平台：淘宝网➝司法拍卖➝广东➝大埔县人民法院）

咨询电话：0753-5538133 联系人：杨法官

大埔县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3日

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尊敬的业主：

郴州金科城1栋、13栋、14栋、20栋、21栋可于2019年12月29日
开始办理接房手续。

欢迎回家，共启美好生活。
手续办理请拨打：
0735-2171420/2171410（金科物业）

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郴州金科城1栋、13栋、14栋、20栋、21栋

交 房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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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近日发出 《关于认真做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做好主题教育总
结工作，通过认真总结，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以主题教育总结工作为新的起
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重整行装再出
发，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

通知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制度。做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
对于确保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对于组织
引导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汇聚前进力
量；对于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各级党委 （党组） 要把思想统一
到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切实负起责
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精心做好总结
工作，使总结的过程成为盘点收获、查
漏补缺的过程，成为深化认识、总结规
律的过程，成为凝心聚力、促进事业的
过程。

根据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
紧扣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和“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目标任务，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全面客观总
结。既要总结主题教育的有效做法、主
要成效，也要实事求是分析存在问题；
既要总结主题教育的成功经验、重要启

示，也要提出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
意见建议，研究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制度。各省 （区、市） 和有第二批
主题教育任务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
金融企业、中管企业，要上下结合，对
两批主题教育情况进行总结。中管高校
要紧扣主题教育着力点，做好总结。中
央指导组、中央巡回督导组要加强对所
联系单位总结工作的督促指导。

通知要求，要把做好第二批主题教
育评估工作作为总结工作的重要内容。
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参照实施的领导
班子，要按照《关于做好第一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评估工作的
通知》精神，开展自查评估。中管高校
的评估工作由各中央指导组具体组织实
施。其他单位的评估工作，由各地区、
各行业系统巡回指导组具体组织实施，
中央巡回督导组要加强指导。基层党组
织要结合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
员工作，对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自查评估。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中管高
校和有第二批主题教育任务的中央和国
家机关、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要
在全面总结主题教育的基础上，认真撰
写总结报告。中央指导组、中央巡回督
导组要认真审阅所联系单位的总结报告。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
把总结工作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持续抓好理
论武装、推进整改落实、搞好制度建设
结合起来，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要与做好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与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结合起来，与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结合起来，把主题教育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中激发出来
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发奋
工作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干
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确保圆满完成年度
工作目标，为做好明年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发出通知

要求认真做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日前发布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调整措施
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进一步满足百姓生
活和企业生产需要，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与世界共享

“中国红利”、共赢美好未来。

调整部分日用消费品暂定税率更好
满足百姓生活需要

通知显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
国将对 850 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
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记者查阅通知附表发现，此次调整的
进口商品中，不少为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
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例如，新增或降
低冻猪肉、冷冻鳄梨、非冷冻橙汁等商品
进口暂定税率。

“将冻猪肉进口关税暂时从12%下调
至8%，有助于增加猪肉进口，有利于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

长李景辉表示，进口暂定税率具有一定实
施期限，一般按年度进行调整，这有助于
跟踪观察国内生猪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及
时调整政策。

“病有所医”是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之一。为降低用药成本、促进新药生产，通
知明确，对用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
和生产新型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原料实施
零关税。

“可以看到，此次下调关税税率的商
品之中，不少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可以更好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需要，更好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社科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迎降税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根据通知，此次将新增或降低半导体
检测分选编带机、高压涡轮间隙控制阀
门、自动变速箱用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
铌铁、多元件集成电路存储器、大轴胶片
原料、光刻胶用分散液、培养基等商品进

口暂定税率。
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是全面提高经

济整体竞争力的两个轮子。业内人士表
示，此次调整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
件的进口暂定税率，有助于促进国内集成
电路、航空航天、汽车、通信、电子、生物等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

“例如，此次调整的自动变速箱用液
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是汽车自动变速箱里
的核心部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
席专家吴松泉表示，在当前我国汽车制造
行业形势下，降低这两项产品的关税，有
利于降低国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采购
成本，提升自主品牌汽车的竞争力。

此外，通知称，2020年7月1日起，我
国还将对 176 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
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
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
暂定税率。

“此次按照信息技术协定降低税率，
可促进相关商品进口，不仅有利于我国信

息技术发展，促进国内行业和经济发展；
也有利于全球高新技术发展，为经济全球
化提供助力。”杨志勇说。

降低部分协定税率推动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

通知显示，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
区签订的自贸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0
年我国将继续对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
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一步
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
加、瑞士、冰岛、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
格鲁吉亚、智利、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以及
亚太贸易协定。

“自贸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往往是相
互的。我们在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同时，
相关国家往往也会有对应举措，从而对进
出口贸易均带来积极影响。”杨志勇说，与
此同时，这些关税调整对于我国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将起到积
极作用。（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让国人享“全球好货”与世界享“中国红利”
——解读2020年中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 新华社记者 申铖 刘红霞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 朱基钗）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23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11月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753 起，处理 8005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779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1538 起、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1470起、违规公款吃喝831起、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644 起、大办婚丧喜庆 434 起、
公款国内旅游248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99起、公款出
国境旅游13起、其他问题 （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
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
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宴请等问题）476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看，被处理的
人员中地厅级干部58名、县处级干部699名。

2019年以来，截至11月30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122起，处理71836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51165人。

11月份全国8000多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 胡浩）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教育部门努
力推进的重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
处处长徐攀表示，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强化四个方面的规
则意识，严于自律，营造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徐
攀说，目前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专项治理不断巩固、信息化管理发
挥作用、日常监管不断深化，但对照中央的要求和人民
群众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

徐攀说，校外培训机构一是要坚决转变应试导向，
“不要再搞超前超标培训和应试教学的老一套，加重学
生课外负担”。当前，校外培训正在逐步走向严格管
理、规范发展的道路。培训机构要围绕素质教育和五育
并举要求，将重点放在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个性化、多
样化、高质量服务上，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
二是要规范收费退费行为。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培训机
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希望培训机构不
要受经济利益驱使，通过打折、返现等方式，诱导家长
超期交费，也不要违反市场规律，不顾自身发展状况，
盲目扩张。

她表示，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
“这是一条红线，也是一道底线”。培训机构严禁组织或
与中小学联合组织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各种竞赛、夏令
营、研学活动，一经发现，一定会严肃查处，依法依规
追究培训机构、有关学校和相关人员责任。要合理宣
传，不夸大培训作用，不渲染焦虑情绪。四是线上培训
机构要抓紧做好备案。线上培训机构备案工作是当务之
急，从事线上培训的机构要积极主动申请备案，按照要
求提供备案材料，自觉接受监督管理。

教育部：校外培训机构
应明确四条规则“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