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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3部队对下列货物进行国内公开
招标，现邀请合格供应商提交密封投标。

一、项目名称：69313部队马草采购项目
二 、 招 标 文 件 编 号 ：

2018-69313BD-1023
三、采购内容及数量：马草一批（详见

招标文件）
四、项目实施地点、供货时间、技术要

求等详见招标文件
五、投标人基本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的合格投标供应；
（2）投标商必须具备种植马草的能力，

具有种植马草的现（场）地、提供居民身份
证、和业主银行卡、土地证、并相符合；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开标时请携带以上证书原件和复印
件（加盖手印）一套到（69313部队）存档。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与采购

网》、《克孜勒苏日报》上发布。
七、报名起止时间、开标时间、地点及

联系人：
1、报名起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至 2018年 10月 22日每天上午 10：30-13：
30下午 16：00-19：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
外）。

2、报名地点：新疆阿图什市阿孜汗南

路6院机关楼一楼保障处会议室
联系人：吴瑞浩 电话：0908-4764791
3、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年10月23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每 天 上 午 10：
30-13：30下午 16：00-19：00（北京时间,节
假日除外）。地点：新疆阿图什市阿孜汗
南路 6院集中采购办 联系人：吴瑞浩 电
话：0908-4764791（标书费：免费发放）

4、开标时间：2018年 10月 26日 11：30
分（北京时间）

5、开标地点：新疆阿图什市阿孜汗南
路6院机关楼一楼保障处会议室（暂定）

6、采购人：69313部队
联系人：吴瑞浩
电 话：13379708352

0908-4764791

1.如何理解关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及
其适用的处分种类和幅度的规定

【条文】第四十四条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
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

【释义】规定本条的目的是通过设定严格的处分规定，促进和保
障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
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
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建党原则，是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过程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求。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
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决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
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 6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举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未完待续）

党纪处分条例亮点释义

经克州人民政府批准，吐尔尕特口岸国土资源分局委托在克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出让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概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吐国土告字【2018】01号

二、无不良行为记录的法人企业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者持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书、
企业营业执照、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企业
银行开户许可证、于 2018年 11月 4日 20时
前到挂牌代理机构（喀什诚德拍卖有限公
司）索取有关挂牌资料。

五、公告及挂牌竞价时间与地点
公告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8年11月4日20时止；
挂牌竞价时间：2018年11月5日至2018

年11月14日，每日上午10:00时至14:00时，

下午 16:00时至 20:00时（竞买期间，节假日
正常接受竞价）；

挂牌竞买地点：克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揭牌现场签字仪式时间：2018 年 11 月

15日（星期四）上午11时（北京时间）在克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室举行。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不接受电话、口

头、电子邮件和邮寄等方式报名。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即同一标
的申请竞买人只有两人以下时按照挂牌程
序进行，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超过两
人时（报价低于有效报价者除外）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以现场竞价最
高者确定竞得人。

3、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土地交易
契税及应交的其他费税。

4、其它未尽事宜及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本次挂牌《竞买须知》和《规则》。

5、发布公告媒介：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克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和克孜勒苏日报上同时发布

联系人：朱先生
电 话：13899183568

吐尔尕特口岸国土资源分局
喀什诚德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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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乌恰县燃煤大锅炉和天合小区电锅炉电

力线路配套项目监理已经由恰发改字[2018]
200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乌恰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
安排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乌恰县燃煤大锅炉和天合小区电锅炉电
力线路配套项目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
标计划投资额为509.8万元，评标办法为综合
评估法（监理）。本工程拟采用资格后审方法
选择合适的投标报名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编号：QFWZB-2018006
2.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乌恰县

燃煤大锅炉房（迎宾路永宁小区旁）和天
合小区（院内）

3.工程规模：乌恰县燃煤大锅炉和天合
小区电锅炉电力线路配套项目进行监理。

4.计划工期：30天
5.本公告共划分为1个监理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监理投标人须具

备电力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外区外
建筑企业已办理完毕区外进疆建筑企业

信息报送手续。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监理

拟派总监（机电安装工程）须具备国家注
册监理工程师证。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要求：/
四、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从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30分到2018年10月20日19时30分
2.报名地点：新疆卓捷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阿图什市迎宾路117号4楼）。
五、招标文件获取
1.领取时间：2018年10月21日至2018

年10月25日，每日10:00至19:30。
2.领取方式：在新疆卓捷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阿图什市迎宾路 117号 4楼）
现场领取。

六、其他说明
1、监理
报名时要求携带：营业执照副本（三

证合一）、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

(委托人必须为参加本单位社保的在职人
员)、资质证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区外
建筑企业已办理完毕区外进疆建筑企业信
息报送手续、人员配备（拟派总监（机电安
装工程）、土建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水暖工
程师、现场监理员）职称证、企业所在地出
具的社保证明（有效期一个月）,上述证件均
为原件并携带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套。

开标日期：2018年 11月 10日。(具体
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新疆建设工程

信息网、新疆信息网、克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克孜勒苏日报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乌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乌恰县 邮 编：845450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卓捷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地 址：阿图什市迎宾路117号4楼
邮 编：845350
联系人：文赛娟 电 话：13579574378
联系人：张戈 电 话：18809980989
电子邮件：33653101@qq.com

招 标 公 告

招标公告（二次）

遗 失 声 明
★约麦尔江·居麦遗失新P69144摩托车登记证，现声明作废。★伊尔潘江·肉孜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200001240818，现声明作废。
★阿地力江·吐尔逊遗失新P25692车登记证和行车证，现声明作废。★阿拉帕提·肉扎吉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01200402020837，现声明作废。
★玉苏音·阿伍提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2198209051238，现声明作废。★尼亚孜汗·麦麦提明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9404080227，现声明作废。
★乃菲赛·肉苏力遗失护理学初级资格证，号为651313100713，现声明作废。★瓦日斯江·吐尔逊遗失身份让，号为653021198905260432，现声明作废。
★努日曼·阿不热一木遗失身份让，号为653021198304230246，现声明作废。★依马木·依扎克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4306201117，现声明作
废。★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阿图什市分校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号为B206530010004080W，现声明作废。
★古丽·吾斯曼遗失他项证，号为20130323，现声明作废。 ★吐尔逊·热依木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5005100472，现声明作废。
★阿合奇县鑫源酒吧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653023MA77L36B71，现声明作废。
★麦麦提江·伊尔潘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9912100458，现声明作废。★肉孜瓦古·赛来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7208101124，现声明作废。
★买买提玉买尔·艾买提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4198305130078，现声明作废。★买买提艾力·坎吉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9005050039，现声明作废。
★阿图什市畜牧兽医疗站遗失新P04854车行车证，现声明作废。 ★拉韦拉·艾热提遗失出生证，号为J650717853，现声明作废。
★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政府遗失新P07061、新P06769车登记证和行车证，现声明作废。

更 名
★热合曼·如苏力更名为阿卜杜热合曼·如苏力 ★沙拉木·牙合甫更名为沙达木·牙合甫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长江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工作。

《意见》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
撑。多年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
砂采石等人类活动影响，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水生生物保护形势
严峻，水域生态修复任务艰巨。

《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
为主，强化完善保护修复措施，全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把“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意见》明确，到 2020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水生生
物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著提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息地得
到有效保护，关键生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增
长，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 2035
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
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意见》提出了开展生态修复、拯救濒危物种、加强生境保护、完善
生态补偿、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 7 个方面 19
项政策措施，涵盖了生态修复、生态调度、增殖放流、健康养殖、珍稀濒
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建设管理、生态补偿、全面
禁捕、执法管理、投入保障、科技支撑、责任落实和社会动员等与长江水
生生物保护工作有关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意见》提出，要将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纳入长江流域地方人民政府
绩效及河长制、湖长制考核体系，进一步明确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在水生生物保护方面的主体责任，根据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要求定
期考核验收，形成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强大合力。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这是一群平凡农民书写的传奇，
１８枚“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
的帷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
雷；这是一个普通村庄创造的奇迹，从
４０年前的“要饭村”变为今天的美丽
宜居村庄。

安徽小岗村，因改革而活，因改革
而兴。

４０年来，改革大潮奔涌浩荡，小
岗人虽一度也有彷徨徘徊，却始终坚守
改革初心，奋楫争流，与时代同进步。

恰似一个缩影，又如一个隐喻，小
岗四十载的变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
展的生动写照，小岗的前进之路也证
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发展无止
境，改革无穷期。

改革决定命运：从“一声惊
雷”到“多点开花”

金秋十月，地处皖东北的小岗村
稻菽飘香，喜迎丰收。村头改革大道
两旁的农业产业园正火热建设；村里
友 谊 大 道 两 侧 ，农 家 乐 、特 产 店 林
立，“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
陈 列 馆 引 来 南 来 北 往 的 游 客 ；一 栋
栋 粉 墙 黛 瓦 的 徽 派 小 楼 错 落 有 致 ，
楼内自来水、天然气、宽带等设施一
应俱全。

“过去我们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
煤油灯，烧的是柴草，做梦也想不到能
过上现在的好日子！”站在自家的农家
乐外，看着熙来攘往的游客，７５岁的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感慨万千。
４０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

“大锅饭”，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
性，“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
到头，还是饿肚皮”。为了吃饱饭活下
去，１９７８年的冬天，严金昌等１８
户农民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秘密商议
分田单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
也定格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
权，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
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１９
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产量总和；人均
收入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８倍。

以此为起点，从安徽到全国，从农
村到城市，坚冰融化，大地回春，中国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４０年里，中国从经济总量居世
界第十一位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的
命运，而小岗也从“要饭村”变为“富裕
村”，从当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发展为
有４１７３名村民的全国十大名村；
村民人均纯收入也从２２元增长到去
年的１８１０６元。

“在小岗一路看到的农家屋舍变
化让我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
巨大成就。”不久前来到小岗参观的意
大利共产党国际部协调员弗朗切斯
科·马林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令
人震撼，他用自己的具体行动让人民
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大改善。

巨变的背后，是毫不动摇坚持改

革开放、与时代共进步的发展轨迹。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的案

头摆放着一份“改革清单”，上面记录
着小岗这些年来实施的各项改革：税
费改革、土地确权、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金融改革……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
革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
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
下去，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攻坚克难、
闯关破障。

面对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小岗
在安徽率先开展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发
出了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
为了让农民共享集体收益，小岗探索了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让村民从

“户户包田”到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
股”，并于今年２月发放首次分红。

和改革开放同龄的小岗村民殷玉
荣不久前也干了一件“敢为人先”的事
儿，她牵头组织所在村民组１８户农
民签订了土地入股合作协议，探索“小
田变大田”的规模经营新模式，让农民
手中的土地资源变资产。

殷玉荣说，土地入股能破解粗放
经营、产销不对路等问题。她计划把
规整后的土地统一经营，水田探索稻
虾共生，旱地种植油菜，经营收益在提
取少量公积公益金外，全部按股进行
分红。

常讲常新的改革蹚出了一条条发
展新路，带来了一波波改革红利。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岗村总产值
增长超过５５％，达５．４２亿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８２０万元，比２０１
２年翻了一番。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
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
展。”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说。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这
不仅是小岗的改革轨迹，更是中国改
革不停步的“缩影”。

改革并非坦途：从“认识起
伏”到“人心思进”

当年小岗人的创举，使小岗蜚声
天下。纷至沓来的学习考察团，让小
岗所在的凤阳县不得不把学校腾出来
接待住宿，小岗人在光环之下也一度
陷入了改革的“快活三里”。

“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无工
不富，要发展还得办企业。当年起草

“大包干”生死契的严宏昌对小岗错过
乡镇企业的发展浪潮耿耿于怀。在

“大包干”后，他自费考察江浙经验，动
员村民们办集体企业，但最终因意见
不一无疾而终。当上全国标杆的小岗
人觉得，是农民就该安心种地，“多打
粮食才是硬道理”。

２００３年，“大包干”２０多年
后，小岗村陷入发展困境。全村人均
收入仅２０００元，低于全县平均水
平，村集体欠债３万元，村里连续多年
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乱建房、乱倒垃
圾普遍……

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在起起伏伏
中，小岗人逐渐形成共识：“社会不断
发 展 ，小 岗 得 跟 上 时 代 的 步 伐 才 行
呐。”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２００４年，在以安徽省第二批

选派干部沈浩为代表的党组织带头人
带领下，小岗村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
业”。

“沈浩书记来了后，做得最多的也
是最难的事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那时小岗
人“等靠要”思想严重，明知光靠种地
刨不出金子，却不敢尝试其他产业。

５１岁的村民王如霞就曾是沈浩
当时的“工作对象”，为了劝她种植葡
萄增收，沈浩主动上门动员，讲市场、
说销路，最终打消了她的顾虑，王如霞
成了第一批“敢吃螃蟹”的葡萄种植
户。如今，她的４亩多葡萄园备受游
客青睐，一年收入就有５万多元。

思想变，发展好。“过去我们认为，
土地是命根子，苦守着一亩三分地，老
是致不了富。”严金昌说，现在小岗人
的观念转变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
代农业才是对路，他家的３５亩地全
都流转了出去，一家人专心经营农家
乐，日子越过越红火。

人心思进的软环境加上“大包干”
的名气，让小岗日益成为投资的沃土。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小
岗，实行“互联网＋大包干”的农村电
商经营模式，打开小岗农产品的销路；
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投资１０．６亿元
建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底
第一块小岗产的面包将下线。

“过去小岗村老百姓牢骚多，这几
年基本没有了。”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
说，持续深化的改革解决了小岗人的发
展问题，让他们有了获得感、有了奔头，
人心思上、思富、思进的氛围起来了。

如今，小岗４０００多村民中，自
主创业的农场主、种养大户、致富带头
人等已达１００多人，从事二三产业
的超过２０００人。

唯改革才有出路：从改革地
标到精神高地

２０１８年金秋，中国农村改革
４０年暨中国乡村振兴高层论坛在小
岗开幕，与会的专家济济一堂，畅谈乡
村振兴，总结改革得失。

就在几个月前，来自４５个国家和
地区的６６个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在小
岗就“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
国内专家学者开展了对话讨论。

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小岗，是来
探寻当年改革的初心，更是来汲取改
革的力量。

４０年来，小岗村受到过“发展太
慢”的指责，甚至还有种种曲解。敢闯
敢试的“大包干”精神是否过时？今天
的小岗又有着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小岗是改革的精神高地，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小岗‘大包干’精神仍然

不过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
奇认为，小岗“大包干”成功的背后是
小岗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
神，是党和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敢于担当的为民精神，这些构成了小
岗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当前全面深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小岗精神仍
熠熠生辉，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总
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强调，今天在这里
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
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
的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已过千山万
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不久前，小岗村党委换届，“大包
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之子严余山再
次当选新一届党委委员，负责产业发
展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他同时还有另
一个身份——小岗村新评选出的１８
位致富带头人之一。

从当年１８位“大包干”带头人到
今天小岗新１８位致富带头人，两个

“１８”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改革
精神的传承与接力。

“４０年前，父辈是被饥饿倒逼着
变革，今天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
发展空间，改革的步子迫切需要再快
一点再大一点。时间不等人啊！”严余
山一口气列了一串早已盘算好的计
划：放大小岗品牌优势、增加村民分
红、制定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计划、打造
智能农业……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于小岗
是擦亮改革名片之机，更是新一轮发
展的冲锋号。

今年４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
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群策
群力制定了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
案，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产业兴农战
略、完成小岗５Ａ景区创建等目标具
体清晰，仅２０１８年的具体任务就
细化到６０项。

“小岗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田野，
我们将做优一产，构筑现代农业发展
平台，做强二产，构筑农副产品加工平
台，做好三产，创建５Ａ景区培育培训
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打造全域性
的田园综合体。”李锦柱信心满满地描
绘着小岗的未来。

“通过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发展，
小岗村与全省、全国同进步，老百姓的
日 子 越 来 越 好 ，现 在 想 想 当 初 干 对
了。”严金昌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
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拥
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严金昌的家里，当年讨饭的花鼓
如今成了吸引游客的物件，花鼓唱词
也从“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
方”变成了今天“凤阳再不是旧模样，
致富的道路宽又长”。

（新华社合肥１０月１５日电）

小岗，与时代同行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４０年变迁的改革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