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典藏国酒馆最后一期征集陈年茅台酒、各种老酒
重磅来袭！北京典藏国酒馆全国征集茅台酒

活动已接近尾声。本次活动由公司有关负责人带
领知名鉴定师团队亲临焦作。特此最后一次以最
大的诚意、高价格举办为期 5 天的老酒征集活
动。价格公开、公正，团队正规、专业，让市民
更加放心，望广大市民及老酒收藏爱好者前来参

观交流。
本次公司特意声明开出重磅价格，征集各年

代茅台酒及2000年以前高度十七大老酒、地方老
酒。本次活动现金交易，可银行转账，当时到
账，让市民更加放心，另征集XO、路易十三洋
酒、冬虫夏草、安宫牛黄丸老阿胶。

活动地址：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中
路292号东方宾馆1楼大厅

（市内乘坐3、5、7、9、21、20路公交车）

活动日期：11月14日至11月18日

（工作时间8:00~18:00）
如有不便，可上门收购，专车接送。

联系电话：15805589411张老师

15955857839饶老师（座机加0）
本活动只在东方宾馆进行，其他人在车站间询问

收购均不是本公司人员。

2016~2013年 1000~1200元
2012~2009年 1300~1600元
2008~2005年 1700~2200元
2004~2000年 2400~3200元
1999~1996年 3500~5000元
1995~1991年 6000~8000元
1990~1987年 8500~10000元
1986~1982年 11000~13000元
1981~1977年 13500~22200元
1976~1970年 25000~60000元
1969~1960年 80000~250000元
1953~1959年价格面议。 广告

年 份 价 格

茅台酒价格表 （全品相，不跑酒， 5 3 度）

一、招聘专业
机械设计与制造、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自

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力工程与管理、测控技术
与仪器、设备管理、化工工艺等相关专业。

二、招聘条件
1.男性，年龄40周岁以下。
2.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
3.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①有丰富的供电、发电相关工作经验的。
②有丰富的氯碱化工行业工作经验的。
③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担任过领导职

务等经验特别丰富的。

三、应聘办法
符合条件者，携带本人各类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名，或将个人简历发送到
集团公司邮箱：rlzyb@lomonbillions.com，或登录智
联招聘网（http://www.zhaopin.com/）在线报名。

公司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西部工业集
聚区 （市区乘坐8路公交车到龙蟒佰利联新办公
大楼下车）。

联系人：司先生 高女士
联系电话：18739106260 15239168353

（0391）3126729
四、薪酬待遇
面议。

龙 蟒 佰 利 联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招聘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601）是一家专注于钛、锆精细粉体材料研发制造

的大型无机精细化工集团，集团目前已形成河南焦作，四川德阳、攀枝花，湖北襄阳等三省四地五
大生产基地。该公司主营钛白粉产能65万吨，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河南省“双百”企业、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为保证公司新建项目按期投产，现面向社会招聘
专业技术人员。

孟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孟国土网挂【2017】5号

经孟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受孟州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孟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2017—7、9、1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及规划技术要求（具体规划指标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网上竞买（但
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以及
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存在其他
土地违法违规现象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在检察机关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不得申请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只能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焦作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进行。凡通
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缴
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仅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为有底价挂牌。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
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管理办法》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有意竞买
者，可登录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

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 （http://gtjy.jzgtzy.gov.
cn） 查询。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书的
申请人可于2017年12月12日17时前，在网
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
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报价时间：
2017-7号：2017年12月4日8时至2017

年12月14日8时30分；
2017-9号：2017年12月4日8时至2017

年12月14日11时；
2017-10号：2017年12月4日8时至2017

年12月14日15时。
七、申请人应当在挂牌报名截止前登录

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
出让系统，并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书并支
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7年12
月 12 日 17 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
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
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
定竞得人。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
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91）8155009 汤女士（孟
州市国土资源局）

地 址：河雍大街中段北侧
联系电话：（0391）8292236 吴女士（孟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黄河大道与合欢路交会处
技术联系电话：（0391）8786278 孙先生

（焦作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办 理 数 字 证 书 联 系 电 话 ：（0391）

8786299 徐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

3188号A402室
九、本公告同时在相关网站及媒介发

布，查询网址：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孟 州 市 委 政 府 门 户 网 （http://www.

mengzhou.gov.cn）
十、本次挂牌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中

国土地市场网、孟州市委政府门户网上发布
的公告为准。

孟州市国土资源局
孟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13日

宗地
编号

2017-7

2017-9

2017-10

土地
位置

土地
面积

光华路北段东侧、
太行路西段南侧

会昌路南段东侧

会昌路南段东侧

14459.36平方米

16924.11平方米

30140.36平方米

居住

居住

居住

土地
用途 容积率

不高于2.0

不高于2.0

不高于2.0

建筑密度

≤25%

≤25%

≤25%

绿地率

≥33%

≥30%

≥30%

建筑高度(米)

≤37

≤35

≤35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出让
年限

1520 10 1520

1525 10 1525

2715 10 2715

起始价
（万元）

增价
幅度
(万元)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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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3日
抵达万象，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

遇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31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峰会11月13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开幕

●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11月13日公布的计

票结果显示，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

亚”党在12日举行的地方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压

倒性多数票 （据新华社）

新华社新德里11月13日电
（记者胡晓明）印度安得拉邦警
方 13 日说，救援人员当天在维
杰亚瓦达地区的游船倾覆现场又
发现3具遇难者遗体，截至目前
这起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
19人。

印度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
报道说，救援人员目前还在搜寻
2名失踪人员。

据媒体报道，这艘游船 12
日在维杰亚瓦达地区的克里希纳
河上倾覆，当时载有 42 名来自
本地的游客，处于超载状态。游

船属于一家私营公司，没有营业
执照，船上也没有提供救生衣等
设备。

警方说，救援人员和当地渔
民在事故现场救出了 21 人，目
前尚有4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当
局已对涉事私营公司提出指控，
并逮捕数名游船经营人员。

在现场指挥救援行动的安得
拉邦副首席部长钦纳拉贾帕说，
超载可能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
因。政府将给每名遇难者的家属
提供80万卢比 （约合8.1万元人
民币）的抚恤金。

印度游船倾覆事故致19人死亡

迪拜航展开幕

第15届迪拜国际航空展11月12日在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拉
开帷幕，全球1200余家航空航天业企业和机构齐聚于此，展示当
前行业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和商业交易的最新动态。图为人们在航
展上参观。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郁琼源）
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13日对外宣布，内地
个人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再免两年个税。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继续执行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
得，自2017年11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
止，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认
为，个人投资者在境内外免征投资股票收益个
人所得税是资本市场发展到现有阶段的必然产
物。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财政部、
税务总局、证监会于2014年11月14日联合下
发通知，对内地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港股的转
让差价所得，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17年
11月16日止，三年内免征个人所得说。此次通
知是在这一通知的基础上又将内地个人借沪港
通买卖港股差价免税政策延长两年。

内地个人借沪港通
买卖港股差价再免两年个税

新华社巴格达11月13日电
（记者程帅朋、魏玉栋）伊拉克
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
12 日晚发生强烈地震，地震造
成至少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苏莱曼尼亚省卫生部门官员
对记者说，位于该省首府苏莱曼
尼亚市东南 35 公里处的达尔班
迪汗镇因靠近震中，受损严重，
该镇有4人丧生，其他地区有3
人丧生。苏莱曼尼亚省还有超过
300人受伤。

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官员
13 日确认，地震造成该省包括
一名儿童在内的 2 人丧生，约
200人受伤。

伊拉克水资源部 12 日晚警
告说，地震发生后，位于达尔班
迪汗镇附近、迪亚拉河上的达尔
班迪汗大坝坝体安全情况不明。
13 日，水资源部专家和工程师
工作组已启程前往大坝查看情
况。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
莱卜杰西南 32 公里处于北京时
间 13 日 2 时 18 分发生 7.2 级地
震，震源深度33.9公里。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等多地及
伊朗西部均有强烈震感，地震在
伊朗造成至少328人死亡。

伊拉克地震致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系列评论员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一支
走过90年光辉历程的胜利之师，在新的
历史起点整装再发。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十九大着眼
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对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作出“三步走”的战略安
排，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
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全面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
针，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须保

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
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金星闪耀在军
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十九大
报告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面对国家安全环
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
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最重要
的就是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
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牢固确立习近平强
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
位，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
自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
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
意志为意志，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根本
保证。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须按
照强军方略要求，坚持政治建军、改革
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加强军队

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才能培养出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
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按照党
的十九大部署，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军事制度；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
的思想，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全面从
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
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实现
强军目标提供不竭动力。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须以
新理念为指引，牢牢把握“五个更加注
重”：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
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
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一切工作
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发展新型作战
力量和保障力量，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完善国防动员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些新要求，体
现了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强军兴军思
路，把这些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就能有效塑造态
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凝聚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的强大力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回首
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展望民族复兴的
光明前景，一个结论分外鲜明：“把军队
搞得更强大，这样底气才足、腰杆才
硬。”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行动指南，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担当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的使命，不断书写强国强军
的辉煌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七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继续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按照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
部署，并明确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
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是新时代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线图，是
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的任务书。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首先要在理念上升华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
呈现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

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在继续推
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
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健全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才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只有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只有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才能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只有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提出了“十四条坚持”，其中五条坚持是
对“五位一体”的深刻阐述，必须全面
贯彻。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新发展理
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
建设方面，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把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
挥出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文化建设方
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社会建设方面，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
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
谐、美丽。

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
个有机整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
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
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共同致
力于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走
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按照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指引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统筹推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奋力谱
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六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