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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9月26日上午9：30在神朔铁路分公司教培中心会议室公

开拍卖：1.报废锅炉（约30吨）；2.废杂铁（约240吨）；3.铝线（约5吨）。

一、报名及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9月18日至9月25日下午5时止。

二、竞买条件：1、本次拍卖会有回收资质个体工商户和企业都可参加竞买。2、竞买保证金：10

万元（可以竞拍所有标的），须以银行转账形式于2017年9月25日17时前汇入拍卖人账户。（户名：

内蒙古金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业银行鄂尔多斯绒城支行，账号：05-360201040011544）。

三、说明：1.本次拍卖的标的设有保留价；2.有意竞买者在参拍前需认真查验标的，拍卖人不承

担瑕疵担保责任；3.拍卖标的的数量以标的实际数量或标的过磅重量为准；报废锅炉必须现场拆解

后方可拉运。4.标的的存放（展示）地为神朔铁路河西、河东、信息、机务段及物资管理中心废料场等

地。5.如公告内容与现场拍卖不符以现场拍卖文件为准。

四、报名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煤炭大厦四楼

五、联系咨询电话：0477—8189510 手机：13704771672

内蒙古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榆林大漠蔬菜开发公司法人代表高振东，于1997年1月、1997年10月，分别在榆阳区生产资金

管理所、榆阳区农业财务管理所贷款25万元、60万元，请高振东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主动到原贷款

单位（航宇路财政局308办公室、410办公室）清偿到期本息。否则，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均由你本

人承担。

榆阳区生产资金管理所

榆阳区农业财务管理所

2017年9月11日

催收公告公 告
根据国家和公司有关规定，以下离职人员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5日内，返回公司进行离职体检，逾期责

任自负。
胡明忠 曹二宾 秦景辉 李小强 山长峰 赵智锋 胡家宝 张爱国 张明飞 贺许庄 肖 涛
石江波 任继广 李现洲 杨红印 张小仓 徐传彬 李行超 朱 强 曹百社 刘 杰 麻百忍
王红民 屈晓平 陈宏亮 郝 伟 原军民 党黎黎 缑磊鑫 赵军彪 郑有劲 周 理 周涛涛
王当喜 杨卫平 李勇军 邓利国 杨好卫 贺彦龙 张红斌 郝新伟

榆林市榆神工业区民祥矿务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

为进一步落实中办发﹝2016﹞3号文件精神，体现
市委市政府对离退休干部的关怀，以艺术的形式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榆林经济社会民生所取得的新变化，
做好2018年春节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工作，市委老干
部局联合市文联征集2018年春节慰问年画作品，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主题
2018年春节离退休干部慰问年画
二、主办单位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榆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三、征稿对象
绘画创作者、爱好者
四、作品内容
投稿作品需选题正面、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切合

时代主题、最新创作的美术作品。
1.作品要在秉承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榆林

当地风情民俗、人文特色及展示我市发展变化的内容。
2.作品要保留传统年画的“年味”，从题材到艺术

表现形式，均以表示吉祥如意、新春祝福为主要内容，
色彩鲜明、富有活力。

五、作品要求
1.投稿作品创作形式原则上以中国画为主，版式

为横式，不超六尺宣纸（180cm×97cm）、不小于四尺
宣纸（138cm×69cm），无需装裱。

2.所有作品必须是自创、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弄

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参选资格；作品涉及版权等法律
问题由作者自负。

六、评选方法
1.作品征集后，市委老干部局将组织专家评委对

作品进行评选，按照投稿比例评选出优秀奖若干名。
被评为优秀奖的作品由主办方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
每件作品2000元奖金。

2.如评选出的作品被选用为年画素材，市委老干
部局将另外以每幅5000元的价格购买作品版权，用以
制作慰问年画、宣传等方面；被选为年画作品的作者要
向主办方提供作品原稿等印制年画所需资料。如投
稿，则视为同意此项约定。

七、投稿说明
1.来稿时请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年龄、联系

方式等。
2.投稿作品需同时提供电子版图片，图片格式为

JPG格式，图片像素不低于5184×3456，大小不小于
2M。

3.投稿截止时间：2017年11月30日。
4.投稿地址：榆林市高新区榆溪大道市委机关223室。
5.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榆林市委老干部局所有。
联系人：冯雷令令 电话：0912—3264527
电子邮箱：yllgb@qq.com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榆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7年9月4日

关于征集2018年春节离退休干部慰问年画作品的启事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颁布二十四周年

2015年“黑广播”在我市开始蔓延。为了严厉打
击这种非法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处
启动全部无线电监测站和移动监测站，对调频广播
频率进行全面的监测。在市公安局、市文广局的配
合下，共查获13起“黑广播”案件，缴获非法广播设备
14套。其中，2015年在神木、山西保德、榆阳、定边、
靖边五县（区）查获6起，缴获“黑广播”设备7套，配
合山西警方在保德县查获2套。在南郊刘家洼村查
获的“黑广播”设备功率达2000W，比很多正规广播
电台的功率都要大。2016年在绥德、榆阳查获3起，
缴获设备3套。

今年我处已查获“黑广播”案件4起。1月1日，
在元旦监测值班中发现频率为96.3MHz的广播信号
播放低俗的药品广告。经24小时连续监测，发现其
工作时间为晚上6点至次日早晨。3日晚我处启动查
处预案，使用固定站测向定位，移动站逼近监测，晚9
点半将其定位于火车站对面的塞上名苑小区。联系
小区物业公司，在 2号楼 3单元楼顶查获功率为
200W的频率可调“黑广播”发射机和远程控制开关、
外置U盘，U盘内的30段虚假广告设置为循环播
放。现场拆除了天线，依法暂扣了“黑广播”设备。

1月初，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反映靖边县城频率为
93.6MHz的信号在晚上出现，播放性药广告。9日晚

上，我处监测人员在靖边县城冒着逼人的寒气进行
监测、定位，10时许，将“黑广播”准确定位在长城路
红枫苑小区A4号楼顶。在楼顶现场查获了“黑广
播”设备一套，作案设备、手法与榆林市区查获的“黑
广播”完全一样。

2月28日，监测发现定边、靖边两县有调频广播
播放性药广告。3月1日，我处对靖边县进行监测，很
快确定92.2MHz“黑广播”在县城西部的丽景花园小
区2号楼3单元楼顶。在楼顶电梯间顶上查获了“黑
广播”发射机和天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出警，对现场
进行勘察，拆除了设备。案件由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

当日，我们来到定边县，将“黑广播”锁定于定边
县城东园子的福鼎世家小区楼顶。在公安、文广部
门和物业公司配合下，在3号楼2单元28层楼顶查获
了频率为92.4MHz的“黑广播”设备。刑警大队进行
了现场取证，并对案件进行深挖。

“黑广播”极大地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
康和财产安全，危及了民航的飞行安全，破坏了广播
电台的信誉和无线电波秩序。市无线电管理处将坚
决打击这种违法犯罪活动，不给“黑广播”留下任何
生存的余地。

榆林市无线电管理处
2017.9

市无线电管理处严厉打击“黑广播”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
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来抓——尊师重教，必得
满园芬芳。

五年来，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
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教师配置情况
得到较大改善，教师队伍得到优化，
教师素质得到提高。

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各
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578万
人，比2012年增加了116万。小学
生师比由17.71：1降低到17.12：1，
初 中 生 师 比 由 13.59：1 降 低 到
12.41：1，普通高中生师比由15.47：1
降低到13.65：1。

中青年教师成为主体，高学历教
师比例增加。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及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
分 别 达 到 99.94％ 、99.76％ 、
97.91％、98.78％以上。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
短的那块木板。因为收入低、待遇
差、发展空间小，乡村教师难招难留，
成为教师队伍中的“短板”。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
201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第一部专门指向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年）》，让全国
330万乡村教师看到了春天。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强
化乡村教师培养补充、改革实施国培
计划、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建
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一连串的
改革举措给乡村教师送上安心从教
的定心丸。

“培训机会多了，农村教师补贴
兑现了，日子越来越舒心。”宁夏石嘴
山市惠农区回民学校教师秦鹏深感，
改革确实为乡村教师带来了“福利”。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
步前行，需要留住好教师，也需要培
养好教师。

“系列宏伟目标的实现，关键在
人才，基础在教育，根本在教师。”教
育部部长陈宝生要求：“推进师范教
育综合改革，加大师范院校支持力
度，办好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构建

现代师范教育体系，让优秀的人进入
教师队伍。”。

通过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实践
内容、形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
位改革，教师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
化，一个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
教育体系正在建立。

要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
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
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
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
为让人羡慕的职业——现代教师教
育体系让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
伍，优化管理和改革则让这支队伍
充满活力。

从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到继续推进教师资格考试制
度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再到中小学
校领导人员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党
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直抵
人心”的制度性改革对教师职业产生
了重大影响。

“校长职级制给了我实现教育理
想的平台。”山东莒县一中校长宋国
安说，校长由“行政人”变成“教育
人”，让自己20多年的教育积淀有了
施展的舞台，也让学校的教育教学有
了质的提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师
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正本清
源、重塑师魂，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
者的使命与职责。

五年来，《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
相继出台，推动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
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
克难的堡垒，使广大教师党员成为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好老师的表率……

五年来，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
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逐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和高校
师德“红线”划定，覆盖大中小学完整

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正在建立……
五年来，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评选持续进行，从黄大
年、李保国到侯伯宇、叶志平，从石秋
杰到张伟、张丽莉，一大批优秀教师
塑造了当代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
光辉榜样，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照
亮道德的星空……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授、智慧的启迪，更是德性的涵
养，品格的培育。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
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
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越来越多
教师正在将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
给教育事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贡献智慧和力量！

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综述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教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
之源，承担着
让每个孩子健
康成长、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
的重任。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
家始终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
最重要的基础
性工程，以改革
为主线，坚持问
题导向，努力为
教师想办法、做
实事、办好事，
一支肩负建设
教育强国重任
的专业化教师
队伍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