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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实行网上报
名注册、网上缴费确认、考试合格后再审核报名资格的方式。

报名时间： 2019 年 3 月 15 日— 3 月 31 日。
二、 2019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实行网上报

名注册、现场资格审核后再网上缴费确认的方式。
报名及现场资格审核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3 月 28 日。
三、会计中、高级资格考试报名网站均为：
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http ：//kzp.mof.gov.cn/)；
详情请登录广西财政厅、桂林市财政局网站查看报名通知及

问题解答。
桂林市财政局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19 年度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
资格考试报名通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3 月 6 日 10 时在桂林市信
义路 5 号 1-2 楼拍卖厅依法按
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 桂林中山北路 93 号
269 小区 14#楼 1-2 号门面，
建筑面积约 68 . 95 ㎡，参考价
55 .2 万元，保证金 10 万元。

2 . 桂 CJ6162 汽车一辆，
参考价 3 . 2 万元，保证金 5000
元。

3 . 桂 CFM333 汽车一辆，
参考价 11 万元，保证金 3 万元

有意者请与本公司联系、
看样，保证金于 2019 年 3 月 5
日 16 时前转至指定账户，款到
为准。

联系电话：
2817733 2815133
公众号：gxszgp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丰裕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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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主任习近平 2 月 25 日下午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
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完善法治建
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
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
社会环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
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
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栗战
书、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 2018 年工作总结报告》、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2019 年工
作要点》、《 2019 年中央党内法规制
定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9 年
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 2019 年立
法工作计划》、《关于开展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关于
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草案）》等文
件稿。

会议强调，法治建设规划，事关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全局。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描绘了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的宏伟蓝图。要贯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新发展理
念，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

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从严治党相协同，扎扎实实
把全面依法治国推向前进，确保制度
设计行得通、真管用，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会议指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是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要把党
的领导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和
各方面，履行决策法定程序，增强公
众参与实效，提高专家论证质量，坚
持合法性审查，防控决策风险。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实际出发，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规范的
程序、科学的决策维护重大公共利
益、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
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
益。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
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
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
体的利益关系。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完
善制度环境上，健全法规制度、标准
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
普法工作。对食品、药品等领域的重
大安全问题，要拿出治本措施，对违
法者用重典，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快推进我
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
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
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
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

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

记者 25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当
日在四川自贡市荣县发生的 4 .9 级地震，应
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立即部署抗震救灾工
作，并已派出地震、救灾部门组成的应急管
理部工作组赶赴现场，会同地方加强震情分
析和趋势研判，做好灾后救助。

据四川省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一农民自
建房阳台挡板掉落导致 2 人死亡，地震还造
成 3 人受伤，少量老旧、自建房屋倒塌或受

损，目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仍在进一步核
实中。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和地震部门已紧急
赶赴现场开展全面排查和救援救助工作。

据了解， 2 月 25 日 13 时 15 分，四川
自贡市荣县（北纬 29 . 48 度，东经 104 . 49
度）发生 4 .9 级地震，震源深度 5 千米。震
中距荣县 8 千米、距威远县 18 千米，距自
贡市 32 千米，距成都市 136 千米。

据新华社

自贡4.9级地震已致2死3伤
应急管理部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25 日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说，我国将加强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力度，对
推动清欠工作不力的加大问
责，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
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当前，一些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一些困
难。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
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的行为，对企业的资金周转、
经济效益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国高度重视，要求抓紧
开展清欠专项行动，切实解决

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
营企业账款问题。目前，清欠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政
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共清偿
民营企业账款超过 1600 亿元。

辛国斌说，将继续加强督
促指导，加大问责力度，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特别是在长效
机制建设方面，从账款的支付
时限、支付责任、处罚措施等
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加强
政府工程项目的审核，要完善
工程进度款支付的相关规定，防
止“边清边欠”“清完又欠”等现
象。 据新华社

我国将建立健全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长效机制

记者 25 日从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我国渤海
天然气勘探获重大突破——— 渤
海油田渤中 19-6 凝析气田天然
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千亿方，
凝析油探明地质储量超亿方。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华表示，渤中 19-6
气田的成功发现，打开了富油
型盆地天然气勘探的新局面，

落实了新的油气富集区带。
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产

学研一体化联合攻关方式，研
究确定“油型盆地”在某些特
殊的地区具备形成大型天然气
田的条件，渤中凹陷就是这样
的特殊地区，经科研人员反复
论证，终于发现渤中 19-6 气
田。 据新华社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等 25 日
在京发布的《 2018 家电网购分
析报告》显示， 2018 年，我国
家电网购市场增长平稳， B2C
家电网购市场（含移动端）规
模达到 5765 亿元，同比增长
17 .5% 。

报告显示， 2018 年我国家
电网购规模已占到整体家电市
场的 35 . 5% ，用于改善人民生

活品质的小家电实现爆发式增
长，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

其中，手持式吸尘器、扫
地机器人等产品零售额增幅均
在 50% 以上，按摩椅、眼部按
摩仪、电动牙刷等增长超过
80% ，结构优化、产品升级、
品质提升趋势明显。

据新华社

去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
规模达 5765 亿元

我国渤海探明
千亿方大型凝析气田

渤中 19-6 气田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