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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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条件
2018年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园区公共租赁房基础设施配套住房—
监理已经由阿交易工程字【2018】470号文批
准建设。招标人为阿图什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财政。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本次招标计划投资额为 350万元，评标
办法：综合评估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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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采用综合评估法，且报名的潜在投标人在15
家以上时，招标人可以在发售招标文件前，
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阿图什市。
2.工程规模：2018年保障性住房基础设

施配套工程——园区公共租赁房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建设内容，给水、排水、供暖、供
电、道路硬化等工程。

3.本公告共划分为1个监理标段
标段编号：ATS201810164930010205001
标段名称：2018年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园区公共租赁房基础设施配
套住房—监理

招标范围：本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
纸所涵盖的全部工作内容监理（具体内容详

见招标文件)
工期(天)：60
1.资质等级及范围：监理投标人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丙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监理总

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
施建设工程项目的总监。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其他
要求: 监理报名时要求携带：授权委托书及
被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必须为参加本单位
社保的在职人员)、企业法人三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基本账户银行开户
许可证、人员配备（拟派总监、土建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水暖工程师、现场监理员）职称
证，区外建筑业企业已办理区外进疆建筑企
业信息报送手续，企业所在地出具的社保证
明，上述证件均为原件，企业信息报送手续、
上述证件均为原件。

三、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从 2018年 10月 17日 10时

00分到2018年10月23日19时30分

2.报名地点：网上。
四、招标文件获取
1.领取时间：2018年10月24日至2018年

10月28日,每日上午10:30至下午19:30。
2.领取方式：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南侧
远方财富中心 18 层 11 号)。3.招标文件费
用:300.00(元)

五、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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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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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阿图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阿图什市
招标代理机构：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
地 址：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

大道南侧远方财富中心18层11号
邮 编：844000
联系人：张 梅 电 话：18997698766
联系人：胡果宏 电 话：15099169973

3.如何理解关于干扰巡视巡察工作、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
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种类和幅度的规定

【条文】第五十五条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
要求，情节较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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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巡察工作，亲自听取巡视工作
情况汇报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巡视是党章赋予的
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
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习近
平总书记还明确指出，要切实运用好巡视成果，把解决问题的担子压给
被巡视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明确责任，限期整改，加强督察督办，
推动解决问题，巩固巡视成果，因巡视成果运用不到位又发生重大问题
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确保巡视成果落到实处。

党章对巡视巡察工作作出专门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对开展巡视巡察和整改作出具体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第三十七条详细规定了干扰巡视和不落实巡视整改要求的 6
种具体情形，即：（一）隐瞒不报或者故意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
的；（二）拒绝或者不按照要求向巡视组提供相关文件材料的；（三）
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巡视工作，或者诬告、陷害
他人的；（四）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存在的问题或者不按照要求整
改的；（五）对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陷害的；（六）其
他干扰巡视工作的情形。并规定被巡视地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有这些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对该地区（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或者其他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
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条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严肃的纪律
约束，保证党章及其他党内法规关于巡视巡察制度和要求的落实，
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巡视是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确保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本条是此次修订新增加的条文。
4.如何理解关于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种

类和幅度的规定
【条文】第七十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

（一）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二）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三）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决定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要

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四）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
【释义】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

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章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
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并规定了民主集中制
的六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
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
始终坚持。实践中，有的党组织一把手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习惯于
逢事先定调，重大问题不经班子成员充分酝酿和讨论就拍板，甚至
对多数人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有的存在拒不执行和改变上级党组
织的决定，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搞变通，在单位重大问题决策方面
搞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名为集体负责、实
际上无人负责，或者借集体决策名义搞集体违规等典型问题。因
此，《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坚决反
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
行、行而不实，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等。明确对这些问题进行纪律责任追究，有利于促使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把个人服从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
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落到实处。

本条分四项。第（一）项规定的是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
出的重大决定的行为。所谓“重大决定”，主要是指党组织按照议事规则
和决策程序作出的有关工作任务部署，干部任免、调整和处理等决定，对
党组织成员具有约束力，必须被服从和执行。不论是拒不执行，还是擅
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均构成违纪。 （未完待续）

党纪处分条例亮点释义

招标公告（二次）

秋日的湖南泸溪县合水镇罩子坪
村，漫山遍野层林尽染，首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的喜悦还挂在村民脸上，眼下
又迎来更大的丰收——村里的扶贫产
业开始见效，山上的万亩油茶林可以
采茶果了。

“好政策落地，家乡机会多了！”在
湖南省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施全
友 毅 然 返 乡 ，开 起 村 里 第 一 个 农 家
乐。山村的美景，地道的农家饭，不仅
让全家脱贫，也让施全友“脱单”，娶
回了“巧媳妇”。他打开脱贫档案袋，
记录下全家的脱贫全过程。

中国大地，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
汇成决胜全面小康的“脱贫答卷”——

5 年多时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进展。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6853
万人，减贫幅度达 70%左右。贫困县
数 量 实 现 首 次 减 少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0.2%下降到 2017 年底的 3.1%。

10 月 17 日 ，是 第 五 个 国 家 扶 贫
日。现在，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
有两年多时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进入攻克最后堡垒的关键一程。“让中
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场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正迎来新的
历史性跨越。

顶层设计，合力攻坚，构筑
中国特色的脱贫制度体系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
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
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向绝对
贫困发起总攻。全党全社会广泛动
员、合力攻坚，构筑起中国特色脱贫攻
坚制度体系。

“山高路陡石头多，种一坡才收一
箩。”贵州省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山
多地瘦，是乌蒙山区一个深度贫困村。

决战贫困。50 名干部进村“包山
头”，选准适宜石山的刺梨产业；改变

“单打独斗”，贾西村联合周边 7 个贫
困村，组建联村党委；扶贫力量握指成
拳，一个刺梨产业园，整合各路资金 2
亿多元。短短 3 年，园区发展刺梨 3.1
万亩，257 户 685 人稳定脱贫。

产业兴了，山村活了。“没想到石
山能长出摇钱树！”72 岁的村民任德
旭感叹。绿起来的大山成了资源，孕
育着新希望。

贾西村的减贫实践，正是合力脱
贫攻坚的生动体现。

如今，脱贫攻坚“四梁八柱”性质
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专项扶贫、行业
扶贫、社会扶贫形成“三位一体”大扶
贫格局，为决胜贫困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五级书记”抓扶贫。中西部 22
个省份向党中央立下脱贫攻坚军令
状，省市县乡村，一级抓一级，层层促
攻坚。“脱贫是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
的民生工程。”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书记郑俊康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必须下更大力气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打出政策组合拳。中央和国家机
关出台 230 多个政策文件、实施方案，
各地相继出台完善“1+N”配套举措，
一系列好政策频出，许多“老大难”问
题有了解决方案。

投入加力强保障。5 年来，中央专
项扶贫资金投入 2822 亿元，年均增长
22.7%。金融扶贫再加力，累计发放
4437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支持 1123 万
贫困户发展产业。

“17 万老区群众整体告别贫困，奔
向全面小康，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在率先脱贫
摘帽的江西省井冈山市，市委书记刘
洪说。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症
下药拔穷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推
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
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贫有百
样，困有千种。各地结合实际，施策做
到“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
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漫灌”变“滴灌”，脱贫做到“五个一
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
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
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
因村因户找到脱贫攻坚的“金钥匙”。

脱贫攻坚，要对准人头。
地处大别山区，湖北省罗田县夏

家 铺 村 ，441 户 人 ，散 居 在 5 条 山 坳
里。山村咋脱贫？驻村工作队扎根夏
家铺，和村干部一起入农户、摸实情，
梳理扶贫台账：产业扶贫 27 户，搬迁
移民 12 户，教育助学 12 户，大病救助
7 户，剩下的要靠政策兜底……驻村
工作队队长徐旭明说，一户一个脱贫
计划，一套扶贫措施，95 户贫困户的
脱贫路径清晰起来。

在全国，80 多万人进村入户，基本
摸清“贫困家底”，贫困数据首次实现

到村到户到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
看”、挤“水分”、动态调整，全国贫困
识别准确率达到 98%以上，精确锁定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拔掉穷根，要选准路子。
“守着穷沟沟，过着苦日子，种啥

都不来钱。”河北省康保县张纪镇马
鞍架村村支书张桂英说，这里地处坝
上，年均气温 2.1 摄氏度，无霜期不足
100 天 。 转 换 思 路 ，“ 劣 势 ”变“ 优
势”。气温低、风沙大，种庄稼不行，
却是绿色养殖的好条件，疫病少、成
本低。政策引导，扶贫基金跟进，龙
头企业乾信牧业落户康保，带动 1.2
万贫困户增收。

脱贫攻坚，要派准干部。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贵州

省六盘水市海嘎村海拔 2900 多米，村
民大多住茅草屋、吃望天水。驻村第
一书记杨波来到这个山村，6 年时间，
他带领全村人引进项目、发展产业、引
水灌溉，村集体经济从零增长到 3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从 1600 元增长到
7230 元。

在全国脱贫攻坚战场上，278 万名
驻村干部、43.5 万名第一书记奋战在
脱贫一线，他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
务抓在手上，打通扶贫政策落地“最后
一公里”。

贫困地区迈开发展脚步快起来，
一大批特色产业拔节生长，成千上万
个 贫 困 村 的 命 运 发 生 根 本 性 改 变 。
2013—2017 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
入年均实际增长 10.4%，比全国农村平
均增速快 2.5 个百分点。

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为全
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精准减贫
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
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
益借鉴。”

聚焦深度贫困，提高脱贫质
量，成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越往后，脱
贫难度越大，越容不得半点松懈。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扶贫工
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
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
得 群 众 认 可 、经 得 起 实 践 和 历 史 检
验。

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
大攻坚战之一。今年 8 月，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 行 动 的 指 导 意 见 ，进 一 步 强 化 政
策、创新举措，要求把提高脱贫质量
放在首位。

聚焦深度贫困，以非常之策，解非
常之困。

一年兴修 4 公里通组路、发展 20
个食用菌大棚、危房改造 30 户……贵
州省荔波县佳荣镇拉先村村支书潘银
节感叹：“咱农民赶上了好政策！”这
个深山贫困村，去年年底第一批香菇
长出来时，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观，这
是村民盼望多年的脱贫产业。“今年，
我们村试验生产了 3 万个菌棒，预计
可增收 30 万元，有了产业，脱贫就有
指望。”

优化政策供给。中央财政不断加
力，到 2020 年，在保证现有扶贫投入
不减的基础上，新增安排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资金 2140 亿元，交通扶贫、水
利扶贫、旅游扶贫等措施加快补短板。

扶智扶志，“要我干”变成“我要
干”。

“只要干得动，决不当落在最后的
人！”在江西省万安县韶口乡石坵村，
蔡红莲老人华发满鬓，但战胜贫困的
决心坚定。有了政策帮扶，她带着身
残的儿子种蜜桔、入股合作社，一笔笔
收入让全家走出困境。

走进西藏自治区白朗县嘎东镇巴
桑次仁的家中，俨然一间生产车间：搓
线、裁鞋样、缝鞋底、做鞋垫……几个
贫困户分工合作，6 天就能手工完成
一双售价 1200 元的藏靴。技能扶贫
让更多贫困户有了自我发展能力。

确保脱贫质量，增强贫困群众获
得感。

“现在看病负担轻了，上个月刚报
销回来 2700 多元。”云南省镇雄县以
古镇安尔村，刚刚住院康复的村民权
朝燕说，“别小看这些钱，很管用，够
买全家半年的口粮。”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镇雄县探索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政府兜底“四重保
障”，去年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达
91.5%，如今“小病不出村、大病看得
起、慢病有人管”。

公共投入不断向困难地区、困难

人群倾斜。5 年间，中西部地区卫生

投入年均增速达到 13.0%。2017 年，中

央财政对地方医疗卫生转移支付中，

40.2%和 39.9%的资金投向了中部和西

部地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说，接下来

还要继续努力，巩固提升脱贫成效，防

止返贫，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

基础。

我们相信，举全国人民的磅礴之

力，一鼓作气、尽锐出战、精准施策，

定能如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据《人民日报》）

5年脱贫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70%

决胜全面小康的“脱贫答卷”
——写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乌恰县 2017 年保障性住

房（公租房）建设项目（第三标段），已经由
恰发改字[2018]196 号（项目审批、核准或
备案机关名称）备案。招标人为乌恰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中
央预算内资金及财政预算安排资金。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计划投资
额为5500万元（项目总投资），评标办法为
综合评估法，（本工程拟采用资格预审方
法选择合适的投标报名人参加投标，若报
名家数小于 15 家，则自动变成“资格后
审”）。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编号：KZZB-2018431-3
2.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黑孜苇乡、

康苏镇、玛依喀克、吉根乡、乌鲁克恰提乡
3.工程规模：乌恰县乌鲁克恰提乡1栋，

总用地面积24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37
平方米，规划套数59套；乌恰县吉根乡一栋，
总用地面积为7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80
平方米，规划套数38套；乌恰县玛依喀克管
委会2栋，总用地面积为3429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3474平方米，规划套数123套；乌恰
县康苏镇 1栋，总用地面积为 762.25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198.48平方米，规划套数42
套，乌恰县黑孜苇乡 1 栋，总用地面积
2546.59平方米，建筑面积1798.56平方米，
规划套数64套，及公租房的配套建设水、电、

暖等配套设施。
4.计划工期：180天；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5.本公告划分为监理标段：
监理标段：乌恰县2017年保障性住房

（公租房）建设项目（第三标段）施工全过
程监理

三、监理标段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建筑工程监理丙

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建筑

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要求：拟派总监未担任其他在

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需具备独立
法人资质，且无不良记录和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5.监理标段开标时要求携带：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副本、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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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基本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注
册监理工程师证、项目班子人员岗位证书
（拟派总监、土建监理员、电气监理员、设
备监理员、现场监理员）并附项目班子成
员表，区外建筑业企业已办理区外进疆建
筑企业信息报送手续，企业所在地出具的

社保证明。上述证件均为原件及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一套。

四、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00到2018年10月22日19时00。
2.报名地点：在新疆建设工程信息网

上报名。
五、招标文件获取
1.领取时间：2018年10月23日至2018

年10月27日，每日上午10:00至下午19:00
2.领取方式：在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市渝新大酒店旁
门面房）现场领取。

3.招标文件费用：1000元
拟开标日期：2018年11月12日。
六、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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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白宝瑞 电 话：13779610956
招标代理公司：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阿图什市渝新大酒店旁门面房
邮 编：845350
联系人：王江华
电 话：0908-4210666 18099088765

招标公告（二次）

更 名
★依力亚尔·艾白迪拉更名为依拉衣丁·艾白迪拉 ★热迪力·艾尼瓦尔更名为阿布都热合曼·艾尼瓦尔

★沙地克·木合塔更名为沙大大·木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