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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榆阳区国有资产管理所的委托，我公司
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陆地巡洋舰、桑塔纳、起亚、北京现代等在

内的92辆公务用车（拍卖不包含车辆号牌）
二、拍卖时间及地点：
暂定于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上午9时

在榆林汽车产业园筹建办三楼会议室（如遇特殊
情况拍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在榆

林汽车产业园筹建办办公楼前停车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年9月15日至17日下午5时之前（以

款到指定账号为准），在榆阳区航宇路佳辰酒店
三楼陕西开源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大
厅导引牌）。

五、其他事项：
凡在中国境内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及法人均可参与竞拍，有意者请携带相关证件，
审核确认并缴纳规定数额的竞拍保证金（一份
保证金只能成交一辆汽车）办理竞拍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0912—3283456
18091205678 16609122200

公司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航宇路佳辰
大酒店A座218室

陕西开源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6日

榆阳区事业单位公务车辆拍卖公告

一、目的意图：

为实现“沙漠绿洲城 生态宜居市”

的创建目标，努力提高榆林市民对我市

创建工作的知晓度、支持度、参与度和

满意度，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开展创建中国宜居城市、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的决定，榆林日报社联合

市创建办，共同开设“绿色榆林 宜居社

区 美丽庭院”摄影比赛。通过这种形

式，让广大市民真正参与到创建工作中

来，爱榆林、美化榆林从我做起，从营建

小小的庭院做起，增强市民参与城市创

建的使命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同时，

榆林日报社将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微

信用户群体大、传播渠道多、辐射范围

广的优势，刊登来稿作品，并同步在榆

林日报各新媒体进行宣传和推广。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榆林市创建办

承办单位：榆林日报社

支持平台：榆林日报、榆林网、榆林日

报微博、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日报

新闻客户端

三、征集时间：

2018年8月15日—2018年10月20

日评选及展出。

四、投稿要求：

1.参赛照片内容要求以开展创建中

国宜居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

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为主题，突出彰显绿色榆林、宜居

社区、美丽庭院，既可以体现景色，也可

以突出人物，既可以反映宏大的场景，

也可以反映一个社区、一个单元、一个

庭院绿化创建美景。作品要求构图新

颖、色彩饱满、主题突出、影像清晰、视

角独特、摄影语言丰富。

2.参展照片仅限于数码相机拍摄的

照片，胶片机拍摄的照片需作扫描或翻拍

处理成数码照片，照片规格不低于3MB，

格式统一为JPG。照片可以是接片，但不

能是拼图，若为接片，需提供原图。照片

中不要另外添加文字和动漫，力求保持照

片的原创性，每人不超过三张。

3.不能是经过Photoshop等图片编

辑工具编辑过的照片，但允许作品的简单

调整处理，使用胶片相机、数码相机、手机

拍照均可。

4.彩色、黑白不限，摄影作品内容要

求积极向上，单幅、组照均可（组照视为一

件作品），组图作品标好序号。

5. 所有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保

留底稿。

6.参赛者所提交的作品须是作者原

创，否则，一经查出，取消参赛资格。

7. 参 赛 照 片 统 一 发 至 QQ 邮 箱

747348085，联系电话13289780015。参

展照片请同时附上拍摄人姓名、工作单

位、照片的标题、拍摄地点和简单描述。

8.凡提交作品参赛，即表示参赛者同

意接受大赛的所有参赛章程。

9. 不遵守参赛规则或不能满足参

赛条件的参赛者的作品将自动失去

评奖资格。

10.大赛主办方保留对此次活动的最

终解释权。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 奖品：一等奖证书，奖金

人民币各2000元

二等奖3名 奖品：二等奖证书，奖金

人民币各1000元

三等奖4名 奖品：三等奖证书，奖金

人民币各500元

入围奖8名 奖品：入围奖证书。

“绿色榆林 宜居社区 美丽庭院”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上接第一版）
薛华说，榆林是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和

21世纪国家能源接续地，属于成长型资源城
市，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举办第十三届榆林
煤博会，以最高办展办会水平展现我省能源
化工实力和产能优势，将大幅提升我省能源
化工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省

贸促会将支持榆林开展国际经贸和对外交
流合作，助力榆林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榆林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全面落实省
委提出的“三大目标”和“两个更大”任务作
出应有贡献。

会后，与会人员在洽谈区进行了深入交
流沟通，达成一定共识。

中国（榆林）—“一带一路”
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记者高亢）
近年来，冒充正规机构发送诈骗短信、虚假
钓鱼网站、伪基站发布诈骗信息等电信网络
诈骗现象频发，严重影响着公众安全感和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指导下，多措并举综合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公民个人
信息泄露的精准诈骗问题也日益突出。工
信部实例数据表明，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泄
露途径既有因企业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导致
黑客入侵非法窃取，也有企业内部人员非
法泄露的情况。

据了解，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工信
部正在严格按照网络安全法和电信和互联
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积
极加快推动出台电信和互联网网络数据管
理和安全防护规定，并严格督促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完善行业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
安全专项检查及日常巡查巡检机制，为构

建和完善社会共治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2015年，公安部牵头成立国务院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机制，并将“伪基站”纳入专项治理范
围。各成员单位合力开展打击治理，形成
了多部门配合联动的工作机制，工作效率
持续提升。

据介绍，在联席会议机制下，工信部联
合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治理“伪
基站”违法犯罪活动。2015年至今，各地
共查处“伪基站”违法犯罪案件5404起，缴
获“伪基站”设备8339台（套），有效遏制了

“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蔓延发展的趋势。
同时，针对突出的钓鱼网站问题，工信

部印发了《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
与处置办法》，将钓鱼网站纳入公共互联网
网络安全威胁监测处置范围，建立了基础
电信企业、网络安全专业机构、互联网企
业、域名机构、网络安全企业等参与的监测
处置体系。截至今年上半年，共处置钓鱼
网站等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约1657万个。

工信部多措并举

综合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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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每月通报各地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进展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施雨岑） 记者13日从教育
部获悉，为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教育部近
日印发通知，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现在已进入整改攻坚
期，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于每月15日和30日各通报一次各地
进展情况。

通知强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完善
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按照标准对培训机构逐一对标研判，
完善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具体事项和时间表，实行整改台账销
号制度。

通知提出，各地要结合开学检查工作，把中小学校是否存
在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及竞赛成绩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是
否存在“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作为重点检查内容，推动学校规
范招生入学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实施教学，
开足、开齐、开好每门课程。

教育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于2018年10月下旬组织开
展专项督查，对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

（上接第一版）随后，他马不停蹄地重新整理
制定了下山畔村脱贫退出方案，并想方设
法培养贫困户“造血机制”。

郭晨琛曾在驻村日志中写道：“下山畔
是吴堡红枣第一村，每年产出大量的滩枣、
花椒、辣椒等农产品，还有土鸡、山羊等特
色养殖业，但其附加值低，尚未形成产业
链，为什么不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村
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当当地
赚钱呢？”

为此，今年7月初帮扶单位中交二公局
负责人来村调研期间，郭晨琛滔滔不绝地
介绍了下山畔村的产业扶贫设想，该公司
负责人被他清晰的思路和执着的精神打
动，当天就签订了300只黑山羊的销售订
单。为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郭晨琛还先
后为下山畔村扶贫车间争取到“爱心大礼
包”60吨杂粮加工订单和4吨农产品销售
订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片大地永远
不会欺骗我们，要从最普通的人身上学到
最美好的品质。”郭晨琛深深地感到扶智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他通过爱心超市、道德
讲堂、脱贫攻坚讲习所、十星级文明户评选
等，借力新民风建设助推脱贫攻坚，激发群
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在他的精心帮扶
下，通过科学发展羊子养殖摘下“穷帽”的
丁卫勤站上了吴堡县第二届新民风建设先
进典型的表彰台，成为该村道德讲堂“讲身
边人、说身边事”的生动教材。

以青春谱写扶贫赞歌
“在县城好好的，你为啥要来这个穷圪
受罪？”看着烈日下入户的郭晨琛大汗淋

漓，下山畔村村委会主任助理李西安不禁
问道。郭晨琛用晒得黝黑的胳膊抹了把额
头上的汗珠，望着远处连绵的大山，沉思片
刻后说：“因为，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更何

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质朴、善良、厚道、正直，是下山畔村村

民给郭晨琛贴的标签，而他的脚印和汗水
也早已洒遍村里的每家每户。

“晨琛，快进来坐，有啥事我给你打电
话，不用那么远还来回跑。”

“叔，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和你拉拉话。”
这是郭晨琛走访68岁五保户丁耀忠时

发生的一幕。他在驻村日志中写道：“我把
电话给他留下，叮嘱他有任何困难都告诉
我，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在所不辞。他脸
上的笑容让我感动，可是我的心里高兴不
起来，一个五保户，是多么孤独，多么渴望
有人能陪他说说话，我一定多到他家走动，
在心灵上给予安慰……”

郭晨琛是这样说的，确实也这样做
了。由于丁耀忠患有多种慢性病，脑供血
不足容易眩晕，他便将丁耀忠列为特殊照
顾对象，隔三岔五就上门探访，并帮忙打
扫一遍家里的卫生。“就是下雨天这孩子
都按时来看我，怕我一个人出个甚事！”得
知郭晨琛出事后，丁耀忠难过得几度失声
痛哭。

驻村帮扶的96天里，心细如丝的郭晨
琛很快就得到村民的认可，并迅速融入下
山畔这个大家庭。

“琛娃，那一亩三分地的芝麻和谷子离
得远，天这么热就别去看了！”三伏暑天，郭
晨琛带领“四支队伍”验收贫困户产业项目
期间，71岁的贫困户丁明珍望着汗流浃背
的郭晨琛心疼地说。“没事，这个必须实地
去看。不能让贫困户有一点损失，当然也
不能让投机取巧的人钻了空子！”郭晨琛笑
着给丁明珍老人回答后，问清地块位置就
出发了。

“郭书记平时话少，但是眼里有活
儿，只要能看得见的从来没有撒手不管
过。”提起郭晨琛，该村自强脱贫模范丁

武平泣不成声。时至今日他还记得郭晨
琛帮助自己的场景——丁武平驾驶三轮
车拉砖回家时车子突然侧翻，不远处的
郭晨琛见状立刻上前，不顾危险帮他把
砖一块块卸下，待车子挪正后又帮忙将
砖全部装到车上……

凭军魂铸就使命担当
一日从军，军魂入骨。此前，郭晨琛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71192部队服役两年，
其间，学习、训练处处走在前头，被所在单
位评为“优秀士兵”。也正是两年的部队生
活，磨砺了他勇于担当的品格。

沿黄公路下山畔村段发生严重塌
方，他立即召集村干部赶赴现场排查险
情，站在路中央提醒车辆安全通行，直到
铲车完成清理工作后才返回住地；接到
黄河洪峰蓝色预警后，他迅速组织“四支
队伍”对黄河沿线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
处理7处安全隐患点，劝离观光、打鱼群
众40余人……

“他这个人干起工作来有一股拼劲，责
任心特别强，做任何事从不打折扣。”郭家
沟镇党委副书记郭永兵回忆道，“8月初的
一天，一场暴雨来袭，在镇政府开完会已是
晚上9时，我劝他在镇政府留宿，天亮后再
赶回村里，他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必
须赶紧赶回去，下这么大的雨，万一村子里
出现险情可咋办！’”

就在殉职的前一天，他还在蹚水踏泥，
挨家挨户排查房屋险情。

在大家眼中，郭晨琛对工作上心、对群
众热心、对同事关心，对自己却不那么用
心。“我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任务完不成，
即使休息了心里也不踏实。”每当同事们看
到郭晨琛拖着疲惫的身子加班时，总劝他
周末回家好好休息。可繁忙的工作使他没
有了回家的心思，驻村三月有余，与下山畔

村相邻的自己家他顾不上回去，就连在下
山畔村的外婆家也很少去，可他却每天雷
打不动地出现在贫困户家中。

“驻村的96天里，这孩子没请过一天
假，周末也一直在坚守。”下山畔村党支部
书记丁文伟抹着眼泪哽咽地说，“前段时间
县上举办黄河国际漂流公开赛，他拿到开
幕演出门票却舍不得花时间去看！”

“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
笑流；想家的时候有忧伤，也把力量悄悄藏
心头……”郭晨琛工作之余，不是在听激昂
振奋的军营歌曲，就是伏案笔耕那留在驻
村日志上的文字。他曾在驻村日志中这样
写道：“今天（7月30日）走访完贫困户后在
附近的山上遛弯，一阵轻风吹过，带来枣花
的香味，甚是舒畅，看着满山绿油油的枣树
和之前验收的产业，谷子、高粱、芝麻开得
正盛，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似乎在向我们
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将生命定格扶贫一线
“那天他本该休息，却牺牲在扶贫的路

上……”回忆9月2日郭晨琛出事时的场
景，丁文伟泪眼婆娑、几度哽咽。

当天是星期日，在办公室听了一夜的
雨声后，8时10分，郭晨琛又骑上摩托车赶
往贫困户家。当时李西安要求同去帮忙采
集帮扶影像资料，郭晨琛没有答应，而是劝
他趁着周末休息一下。

9时50分许，贫困户丁耀忠将郭晨琛
送出大门并目送他离开。可让他没想到的
是，这一别竟成永别。在随后的入户走访
途中，郭晨琛连人带车摔下数十米高的悬
崖，永远倒在了这片他倾注了满腔热忱的
土地上。

噩耗让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哭成一片，
全村人都不愿相信，他们的郭书记再也不
会回来了……

没来得及告别家人，没来得及告别同
事，没来得及告别一直牵挂着的“亲人
们”，没来得及书写日志，甚至没留下一句
话，郭晨琛带着下山畔村的扶贫重任、带
着贫困户的脱贫愿望、带着和朋友同事的
约定、带着对家人的种种愧疚，一声不响
地离开了，将自己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扶贫路上……

“每次郭书记走过家门前，都要问姨吃
饭了没，一定要注意身体！”贫困户李莲莲
哽咽着说，她再也看不到这位“亲人”了。

“那么好的娃，咋能说没就没了呢？”93
岁的丁树章泪染面颊，他再也听不到这个
后生摸着他的手凑近耳边拉的话了。

“永远不要忘记，这就是咱们的第一书
记！”悲痛难抑的村民常圆梅把郭晨琛生前
的扶贫影像制作成了电子相册，并发到村
民们的微信群里缅怀。

“他善良、实诚，凡事总是替别人想，宁
可自己吃亏受累，也不愿委屈了别人！”在
吴堡县委机关通讯员岗位供职时的同事
们，翻阅着自己手机中储存的一张张照片、
一条条聊天记录，个个泪眼婆娑。

一起奋战在脱贫一线的郭家沟镇齐家
山村第一书记尚艳飞至今难以接受这个噩
耗。“你走了，带着对贫困户的牵挂走了，带
着对事业未竟的遗憾走了。我们唯有像你
一样，心系群众、无私奉献，才是对你最好
的怀念和告慰。”

郭晨琛走了，他的笑容定格在黑白
相框中，神情洋溢着年轻与执着，眼神透
着质朴与硬朗。他年轻而又短暂的生命
朴实无华，就像每一朵花都是安静地来
到这个世界，努力地盛开，又安静地离
去。他把生命中最美丽的光阴献给了光
荣的事业，一名共产党员真挚而又坚定的
誓言，还在这片用深情和血汗浇灌的大地
上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