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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
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
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要运用信
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
主流舆论。3 月 7 日，全
市宣传部长会议就做好
我市全年宣传思想工作，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作了
安排部署。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
中省市有关文件会议精
神，榆林传媒中心将于 4
月23日至26日举办为期
四天的第五期新闻培训
活动。特邀请省市主流
媒体专家、摄影界资深老
师进行新闻写作、新媒体
运用、摄影理论辅导讲座
及实践授课，实践课安排
在户外进行实地采访拍
摄。学员培训合格后颁
发《榆林日报》通讯员证。

榆林传媒中心由原
榆林日报社、榆林广播电
视台、榆林新闻网3家市
级新闻单位整合组建，为
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望
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报
名参加！同时欢迎新闻、
摄影爱好者、自媒体人积
极参加，深入探讨和广泛
交流。培训班名额有限，
欲报从速。

报名咨询电话：
0912—3280900
（兼传真）

联系人：
张老师
13289780015
（同微信）

榆林市第五期新闻培训班招生

李杰 华商报影像新
闻部主任，中摄协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聘请为新
闻摄影委员会委员，第 12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英雄
会 ”荣 获“ 摄 影 英 雄 ”称
号，2018 腾讯图片·影像
力 大 赛 评 委 ，图 文 专 著
《三线记忆》一书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京东等 10 多家
网络书店经销。《非典时
期的棋迷》《北京遣送民
工》《地震来了》《散落田
间地头的石头爷》等多幅
作品，被广东美术馆、中
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
术馆收藏。《寻找陕西古
长城》获中国新闻奖年赛
铜奖；编辑作品《冰激凌
的滋味》，获中国新闻奖
银奖；《招待所的临时产
房》获中国新闻奖年赛一
等奖，并获国际版权博览
会一等奖；《新城逼近帝
王都》获 2012 年度人民摄
影中国新闻奖经济与科
技类金奖。

胡武功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1983
年采访陕西安康特大洪水，所拍
《洪水袭来之际》获中国首届最
佳新闻照片奖、中国新闻特别
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
闻工作者。1986年参与组织召
开首届全国摄影美学研讨会，并
参与主编出版《摄影美学初
探》。1987年发起主办《艰巨历
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同年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参与主编
出版《中国摄影四十年》大型画
册。2003年作为策展人之一于
广东美术馆举办《中国人本——
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并参
与主编出版《中国人本》大型画
册。2008年作为策展人之一举
办《中国民间体育》，参与主编
《中国民间体育》摄影画册。先
后出版《摄影家的眼睛》《胡武功
摄影作品集》《四方城》《西安记
忆》《藏着的关中》《中国影像革
命》《昨天》等图书。2006年被中
国摄影国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
摄影工作者，2007年9月荣获中
国摄影金像奖。

外拍指导老师
苗壮 榆林传媒中心榆林日报摄影部

主任，榆林市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从事
新闻摄影二十多年，多次获得中、省、市新
闻摄影奖，在新闻摄影的同时不断追求艺
术摄影，并且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摄影风格。《榆林日报》“新视觉”、

“塞上视角”栏目主持人，专题摄影作品在
北京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并先后
出版《苗壮摄影集》、《渐远的黄土风尘》摄
影集、《苗壮人物肖像速写集》等。

马孟欣 榆林传媒中心新媒体记
者、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
研究生，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全球传
播硕士研究生。《榆林启动“百姓问政”
工作》获2017榆林新闻奖一等奖，《专
题：穿越秦晋峡谷 探秘黄河文化》获
2017榆林新闻奖二等奖，《抢险救灾、
重建家园——榆林在行动》获2017榆
林新闻奖三等奖，《三地党报沿黄行》
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地市报‘报业+
旅游’融合创新”媒体十佳作品。

本
期
授
课
老
师

》》

冯军 榆林传媒中心榆林
日报经济部主任，先后在榆林日
报记者部、文艺部、社会部、经济
部等多个新闻专业岗位从事新闻
采编工作二十年，采写的作品多
次获得省市新闻奖。长期主持

“三农观察”“能源新都”“绿色榆
林”“县区专版”“金融专刊”等栏
目，在新闻传播领域有广泛影响。

主讲：
怎样讲好图片故事

——浅谈新闻与纪实摄影

主讲：
新媒体内容编写方法及技巧

主讲：
短视频拍摄技巧与制作方法

主讲：
基层通讯员怎样提高投稿命中率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2019年4月2日上午10时，

在我公司三楼会议室，拍卖进口原装丰田2700二辆
（美国产兰德酷路泽普拉多、日本产陆地巡洋舰霸
道）。展示时间、地点：拍卖会前，米脂县银州工贸
公司后院。

报名地址：榆林市新建南路144号3楼
电 话：13309127155

陕西恒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4日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
王立彬）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
25日在此间表示，2020年底前，在不
动产登记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登记
时间力争压缩到5个工作日以内。

王广华在国新办《关于压缩不动
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吹风会上
说，目前全国3014个大厅、4万多个
窗口、8万多名窗口工作人员每天在
为40多万企业和群众提供登记和查
询服务，一般登记已由法定30个工
作日压缩到15个工作日左右，抵押
登记7个工作日。各地贯彻落实中
央“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决

策部署，如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和广西南宁、
福建福州“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等，
联合房管、税务推行“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和信息互通共享，组织开展全
国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专项整
治，压缩时间，便民利企，促进营商环
境优化。但一些地区不动产登记耗
时长、办证难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距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

王广华说，按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
知》要求，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加
强协作，采取信息共享集成、流程集

成或人员集成等进行全流程优化，切
实解决不动产登记耗时长、办理难问
题。今年底前要流程优化到位，数据
和相关信息质量要明显提升，地市级
以上城市不动产登记需要使用有关
部门信息的，要通过共享获取。企业
办理不动产登记需要工商注册有关信
息，自然资源部门要与市场监管部门
联网，共享信息；个人办理登记需要查
证身份信息，自然资源部门直接与公
安部门联网。全国所有市县的一般登
记、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年底力争压缩
到10个工作日和5个工作日以内。
2020年底前，不动产登记数据要进一

步完善，质量要进一步提升，登记时间
力争压缩到5个工作日以内。

据介绍，2014年我国《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正式颁布，2015年不动
产登记职责机构全面整合到位，
2016年全面实现“颁发新证，停发旧
证”，2017年国家与省市县四级联通
信息平台建成并正式运行。经过4
年多努力，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登记
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
台“四统一”。据世界银行发布2019
年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我国登记财产
指标在全球190个经济体排名由上
年度41位升至27位。

不动产登记：

明年底5个工作日搞定
江苏响水“3·21”化工厂爆炸事故

死亡人数上升至78人
新华社响水3月25日电（记者朱国亮） 25日下午，响水

天嘉宜公司“3·21”特大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召开第四场
新闻发布会说，截至目前，本次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78人。

江苏省盐城市市长曹路宝介绍，事故现场集中搜救工作
基本结束，开始进行现场清理工作。消防救援力量对事故周
边2平方公里范围内的20个企业进行了搜救，新发现14名
遇难者。

曹路宝说，到目前为止，本次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其中56
人已确认身份，22人待确认身份。上次通报的28名失联人员
中，经过公安部全国抽调的专家组不间断艰苦努力，根据DNA
技术检测，已确认死亡25人，另外3人平安并已取得联系。

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记
者徐剑梅 孙丁） 美国司法部长
巴尔 24 日致信国会参众两院司法
委员会两党领导人称，特别检察官
米勒的调查没有发现总统特朗普的
竞选团队成员在 2016 年美国总统
选举期间“通俄”，特别检察官对特
朗普是否妨碍司法“不做结论”；司
法部结论是关于总统妨碍司法的指
控“证据不足”。

特朗普随即发推文称：“没有‘通
俄’，没有妨碍司法，全面、完整脱罪。”

巴尔在信中说，米勒团队“彻底
调查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及相关人
员“通俄”或妨碍相关联邦调查的指
控，报告全称是《关于俄罗斯干预
2016 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报告》，分
为两部分，一是针对俄罗斯涉嫌干
预选举的调查，重点是包括特朗普
竞选团队成员在内，有无美国公民

“通俄”；二是针对特朗普涉嫌妨碍
司法的调查。

巴尔引述米勒报告称，调查“没
有确定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
斯政府合谋或协作干预选举活动”。

新华社伦敦3月24日电（记者桂
涛） 英国议会请愿网站统计数字显示，
截至24日下午，已有超过500万人在一
份请愿书上签字，呼吁取消“脱欧”。

这份今年2月上载的请愿书说，英
国政府反复强调“脱欧”是“人民的意
志”，但人民要通过网上请愿的方式，

将留在欧盟的真正意愿展现出来。
按照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

万，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另外，英国民众23日在伦敦举行

大规模游行反对“脱欧”，要求再次举
行全民公投。组织者说，近百万人参
加了游行（如图）。

朝方部分人员返回
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工作

新华社首尔3月25日电 韩国统一部25日说，当天上
午，此前宣布撤离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的部分朝方工作人员
已经返回该事务所正常工作。统一部说，该事务所将正常运
营，韩朝双方联络代表当天就此举行了磋商。朝方在磋商中
表示，要遵循北南签署的共同宣言开展好共同联络事务所的
工作，朝方的这一意愿没有改变。

22日，韩方接到朝鲜方面的通报说，朝方决定根据“上级
指示”撤离位于开城的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

英超500万人
请愿取消“脱欧”

美司法部长称
没有发现特朗普
竞选团队“通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