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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营销策划、新媒体运营、视频拍摄剪辑、带货主播

岗位要求
■营销策划（6名）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年龄不超过35周岁为宜，身体健
康，形象良好，有项目运营策划、直播
或出镜经验者优先。

2. 能负责媒体全渠道活动运营，
包括活动策划、执行和上线，各项活动
主题、文案的拟定，方案的执行、协调
及执行过程中的监控和调优。

3. 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能熟练
掌握微博、微信、抖音等App的基本推
送和发布流程，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执行力强。

■新媒体运营（1名）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年龄不超过35周岁为宜，身体健康，形象良
好，有新媒体运营经验和成功案例者优先。

2. 具有较强文案策划与脚本撰写能

力，能独立运作平台新媒体号，有数据分
析能力、用户运营能力，具有敏锐网感。

■视频拍摄剪辑（2名）
1. 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为宜，身体健
康，有视频拍摄制作执行经验者优先。

2. 拥有各项视频（微电影宣传片
TVC）的创意策划及文案撰写能力，能
全程跟进视频策划及执行（视频策划、

素材搜集、后期制作），熟练掌握后期
各种编辑软件的使用。

3.熟练掌握影视语言，具备专业策
划及全片撰稿能力，有较高的画面审
美水平、较强的沟通能力。

■带货主播（1名）
要求：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年龄不超过30周岁为宜，身体健康，形象
好，有带货经验及外语口语特长者优先。

招聘程序
应聘者请持相关证件（身份证、学历证原件）及

个人简历报名。符合条件者参加笔试、面试，择优
录用。应聘者被录用经试用期确认合格后，按照有
关规定办理各类手续。

咨询电话：63232703 63217552
简历投递邮箱：luoyangribao@126.com
报名地址：开元大道218号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1604室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洛报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公示
将我市成品油零售体

系“十四五”发展规划中

“伊川县河滨街道办事处

243 省 道 133 公 里 处 北

200米路西”建站指标调整

到“伊川县白沙镇G343国

道与产业集聚区东园经九

路交叉口西南角”，并于

2022年度实施。

现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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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咨询电话: 63217552 13721611416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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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编号为P410355393，姓
名为张梦琪，出生日期为2015
年6月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李永辉位于偃师市城关
镇太学路南侧（南苑花园）5号
楼东4门西户602室，证号为偃
市 房 权 证 （2004） 字 第
00018678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总商
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10
304MJY585978F，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医疗保障
局编号为4103020060483的公
章作废，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洛阳市老城区状元红教育

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10302MJF950643X），经理
事会同意现决定清算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于 45日内联系处
理相关事宜。联系人：凌航，联
系电话:13693834718。

注销公告
河南坤宝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栾川县锐华矿业有限公司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云峰投资有限公司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寻亲启事
我父时东春

（身份证号：41032
9193102253017），
男，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离家出
走 ，走 失 时 82

岁。如有知情者请与本人时社
会联系，电话：13523621293。

遗失声明8月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
州希姆基市一家法院，美国篮
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出庭
后离开。

俄罗斯一家法院4日以贩
毒罪名判处美国知名篮球女
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 9 年监
禁并处罚金 100 万卢布（约合
1.7万美元）。格里纳一案牵动
美国政府高层。美俄两国试
图讨论“换囚”事宜。

（新华社发）

美国女篮名将因贩毒罪名
在俄罗斯获刑9年

据新华社济南8月 5日电 5 日，
2022 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
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在山东省曲阜市鲁源新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点

赞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位
（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上榜好人中，有举家捐款1000多万
元、奉献家乡教育事业的海南94岁退休

教师符国仲；有在汹涌洪水中挽救生命的
重庆花甲老人何明全、段萍友；有子承父业
义务守护京杭大运河13年、托举起17条鲜
活生命的江苏“运河汉子”王大亮……他
们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道德标杆和身边

榜样。中央文明办连续14年组织开展网上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目前共有
16228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榜”，生动讲述
新时代身边好人故事，集中展示平凡英雄风
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

8月5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
雁镇玉蟾岩稻作文化园，农民在起获
晚稻秧苗（无人机照片）。

立秋将至，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开
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片繁忙。

（新华社发）

立秋近 农事忙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
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
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
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鼓舞和激励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团结一致向前进，坚定不移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
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而
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书写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
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
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集中力量实
施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
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在斗争中
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
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10年来，我
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
是惊涛骇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一仗
接着一仗打，经受住了多方面考验，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能团
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光明前途，能团结奋
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
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
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即将召开的
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要对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
进行宏观展望，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
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和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
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
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
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
关重要。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全体人
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
和发展动力，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锚定
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历史告诉我
们，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
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当此船到中
流、人到半山之时，正需要海内外全体
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
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最大限度凝聚
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要 14 亿多中国
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
96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
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新
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
的奇迹。

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
伟业的必由之路。我们靠团结奋斗创
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
好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全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懈奋斗、永
远奋斗，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
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南京8月5日电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
战化联合演训，检验提高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
联合封控，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
反潜等实战化演练，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多艘护卫舰、
导弹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单元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
追瞄，展开模拟突击。

东部战区空军多波次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电
子侦察机等多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侦察预警、制空作战、
支援掩护、空中打击等实战化演训任务。东部战区陆军远
程火力、火箭军常规导弹任务部队继续保持备战状态，遂行
支援策应任务。

各任务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
发情况。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赴台岛周
边实施演训任务。这是战机在执行抵近慑压任务（视
频截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