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销 公 告
本 公 司 阿 合 奇 县 鑫 岐 公 路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53023MA77BAFC75，因业务原因，经公司研究决定注销本公司。
电 话：18399586522

阿合奇县鑫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注 销 公 告
经全体成员一致研究决定注销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正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注册号：653001050001862，现成立清
算领导小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公司
办理清算事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更 名
★沙地克·木合塔更名为沙大木·木合塔
★祖力皮卡尔·海热拉更名为艾热帕提·海热拉
★热合曼江·库拉西更名为热扎依丁·库拉西
★米尔合曼·吐逊江更名为穆合丽赛·图尔荪江
★卡米然·买买提更名为阿卜杜喀迪尔·买买提

遗 失 声 明
★伊拉木江·图尔荪遗失身份证，号为 653021198806090431，现声明
作废。

★则乃提古丽·艾尔西丁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930701042X，现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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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党的十九大以如椽大笔，
在新时代的坐标上，擘画了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宏伟蓝图。

一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上下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
领导开辟新的境界，全面从严治党迈
向纵深，全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开
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
大的自我革命。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泱泱大国，
气象更新。

党的领导新境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2017 年 10 月 18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

“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的提
出，把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中、在治国理政大局中的地位和作
用进一步明确，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
循。

4 个多月后，人民大会堂再一次见
证庄严时刻。

2018 年 3 月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表决通
过。

如潮的掌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写入国家根本法，为更好发挥党的领
导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

导？党如何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不仅“坚持”，更要“加强”。不仅
是党的领导，更是“全面领导”。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迈出新步伐——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
组等 4 个小组“升级”为委员会，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部分党政
机构整合重组，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了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党中央相继出台了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一系列
重大决策，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对公权力的监督
设计到政体之中，全面加强了党对反
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如果把治国理政比作一盘棋局，

党中央坐镇“中军帐”、车马炮各展其
长的治理格局日益清晰。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

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一个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凝聚成更加坚强有力的
领航力量。

党的建设新布局

如果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更多致力于“正本清源”，那么党
的十九大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展现出“守正创新”的新气象。

这是一以贯之的决心意志。
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在
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
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
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
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
法。”

“三个不能有”一锤定音，彰显清
醒冷静：全面从严治党“远未大功告
成”。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10
种新表现作出指示，强调纠正“四风”
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一
年来，正风肃纪一刻不松、半步不退，
并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
走向纵深。

在年初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
号令：“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
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反腐败斗争巩固压倒性态势、夺
取压倒性胜利的决绝态度始终坚如磐
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信息

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已超过
20 名。

这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布局。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
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
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
新布局。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
认识的新飞跃。

不断凸显政治巡视的本质属性。
党的十九大后，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
制度安排的巡视不断深化，鲜明强调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
巡视的根本政治任务。

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
代性、针对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印发施行，党中央 3 年
之内对这一规范所有党组织和党员行
为的基础性法规进行 2 次修订，制度
的篱笆越扎越紧。

新时代组织建设的顶层设计出
炉。时隔五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再次
召开，开创性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对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集
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做好
年轻干部工作等作出新的部署。

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路线图更
加清晰。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深刻
阐明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
史方位和使命任务，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更加科学有力。

……
在变与不变中，全面从严治党的

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越来越强。

党的能力新提升

10 月 9 日，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
视大幕拉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首次进入人们视野。这是党的历
史上首次就一个主题开展巡视监督。

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推进改天
换地的社会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功秘诀。

非凡之使命，定有非凡之能力。
不仅政治过硬，更要本领高强。

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新使
命，明确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

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等八大执政
本领。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
自觉。一年来，全党上下掀起了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
自信。一年来，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国
际形势面前，党中央果敢决策、沉着应
对，大开大合、破立并举，对内深化改
革风生水起、高质量发展坚实推进、脱
贫攻坚战果喜人、法治中国奠定新的
里程碑，对外稳妥应对前所未有的风
险挑战，不管风吹雨打，越是艰难越向
前。

非凡之使命，定有非凡之要求。
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

须自身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一词
之变，宣示了更坚定的决心、更严格的
标准、更强烈的担当。

人们看到，这一年党中央把 2018
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仅 2018
年上半年全国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 4.53 万个、处理 6.15 万人，同
比大幅增长 353%、384%。

人们看到，这一年从深挖彻查党
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到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领域不
担当不作为、失职失责问题开展力度
空前的问责，党的任务所在，就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点所向。

非凡之使命，定有非凡之精神。
人们记得，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京外活动，就瞻仰中共一
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的
地方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人们记得，从党的十九大后同中
外记者见面会，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再到 2018 年春节团拜
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始
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在风雷激
荡的实践中，焕发出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挺立时代潮头，带领亿万人
民砥砺奋进，挥笔书写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画卷。

（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伟大工程启新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治国理政系列评述“治党篇” 第（二）项规定的是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

大问题的行为。关于“违反议事规则”，主要指违反党章第十条
“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
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规定以及各级
党组织制定的具体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第（三）项规定的是故意规避集体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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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故意规避集
体决策”主要是指个人或少数人故意违反有关议事规则和决策
程序，不以集体讨论、会议决定的形式对职责权限内的“三重一
大”事项作出决策，或者紧急情况下由个人或少数人临时决定
的，事后未及时向班子报告等。“三重一大”事项，主要是指重大
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

第（四）项规定的是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违纪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违纪行为虽然符合集体议事规则和决策程
序，但有集体违规决策的事实，集体决策程序成为掩饰集体违规
目的的方法和手段。

2003 年条例规定了本条内容；2015 年修订时作了文字修改；
此次修订以列项形式作了规定，并增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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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两种情形。

5.如何理解关于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行为及其适用的
处分种类和幅度的规定

【条文】第七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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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
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
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

（三）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有关章
程活动的。

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从重或者加
重处分。

【释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七个有之”问题，其中之
一就是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拉票贿选直接冲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动摇党的干部工作根基，危害党的政治生态，
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明确规定：“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
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的现象，坚决防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坚决禁
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严肃查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
辽宁拉票贿选案等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
案件，充分体现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
度，有力维护了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

本条分两款。第一款分三项，第（一）项规定的是在民主推
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
动的行为。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
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行
为，主要指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不贯彻组织意图，违背
组织意图，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这种行为严重阻碍
了党组织意图的实现，对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对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关的领导
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未完待续）

党纪处分条例亮点释义

地块公告时间从原有：2018年 9月
27日11时00分至 2018年10月16日11
时 00 分，更改报名时间延长 10 日即
2018年10月27日11时00分截止报名。

地块报价时间从原有：2018 年 10
月17日11时00分至 2018年10月26日
11时00分，更改报价时间为：2018年10
月 28 日 11 时 00 分至 2018 年 11 月 6 日
11时00分截止报价。

揭牌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早上

12时00分
挂牌竞买地点在：新疆克州阿图什

市财政局 6楼。收款单位：新疆双兴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 开户银
行：中国银行克州分行

账 号：108259649259
行 号：104893001017
三、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更改事宜可

浏览或按以下方式咨询：
http://www.kzggzyjy.com.cn（阿图

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克孜勒苏
日报》

阿图什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监督电
话：0908—4221067

咨询专线：18690823432 赵女士
主办方：阿图什市国土资源局、阿

图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承办方：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克州分公司

阿图什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更改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经阿图什市人民政府批准, 阿图什市国土资源局现委托阿图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监督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2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阿国土资公告字（2018）010号）,现将有关更改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序
号

1

2

宗地名称

ATS2018007号

ATS2018013号

宗地坐落

阿图什市城区
友谊路与团结
路交叉口以西

阿图什市吐古买
提乡科克塔木村

宗地面积
（平方米）

22198.2
商业2795.72
住宅19402.48

39996

土地
用途

商住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

<1%

建筑
密度

≤
35%

<60%

绿地率

≥37%

>20%

建筑限
高

50

-

出让年
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50

起始价
（万元）

1564.7094

359.9640

加价幅
度（万
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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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阿克陶县万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投资人研究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

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91653022328766827A，请债权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根据公司法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阿克陶县万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注 销 公 告
阿克陶县盛世华银草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3653022085390115E）经社员大会决议解散合作社，并于同日成立合作社清算
组，请合作社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阿不都热扎克·阿巴尔 电 话：18194840222
阿克陶县盛世华银草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 销 公 告
阿图什市艾力巴巴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号：91653001MA775YNY00，因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解散并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请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负责人：坎吉阿洪·买买提
电 话：13209080012
阿图什市艾力巴巴商贸有限公司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阿图什市教育脱贫

攻坚项目已经由阿发改字[2018]267、
268、273、274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阿图什市教育局，工程所需资金来源
为 2018 年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
教育脱贫攻坚项目专项资金。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计
划投资额为 2279 万元，评标办法施
工（六、九）标段采用经审核合理低价
随机抽取法；(七、八)标段采用经评审
的最低投标价法；监理标采用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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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编号：ATSZB-2018-499
2.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阿

图什市阿扎克乡麦玉中学、阿图什市
阿扎克乡麦依小学、上阿图什镇尧勒
其中学、阿扎克乡翁艾日克小学

3.工程规模：
第六标段：阿图什市阿扎克乡麦

玉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及配套
工程，其中麦玉中学综合教学楼建筑
面积1942.46平方米、4层框架结构。

第七标段：阿图什市阿扎克乡麦
依小学新建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建
设项目及配套工程，其中阿扎克乡麦
依小学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1616.97
平方米、3层框架结构；阿扎克乡麦依
小学学生食堂建筑面积 1004.64平方
米、3层框架结构。

第八标段：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
尧勒其中学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建
设项目及配套工程，其中上阿图什镇
尧勒其中学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
1825.44平方米、3层框架结构，上阿图
什镇尧勒其中学学生食堂，建筑面积
1004.64平方米、3层框架结构。

第九标段：阿图什市阿扎克乡翁
艾日克小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及

配套工程其中阿扎克乡翁艾日克小
学综合楼建筑面积 1616.97平方米、3
层框架结构。

第十标段：对阿图什市教育脱贫
攻坚项目施工（第六至第九标段）工
程进行监理。

4.计划工期：120天日历日（冬休
期除外）（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5.本公告共划分为五个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施工标需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监理标需具备建筑工程施工监理乙级
及以上资质，且无不良记录和业绩，无
拖欠农民工工资和信誉好的企业。

2.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施工标建造师需具备建筑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
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建
造师；监理标拟派总监需具备注册监
理工程师证，其他人员需具备相关监
理证件（专职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员）。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从 2018年 10月 19日

10时 30分到 2018年 10月 23日 19时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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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至

2018年 10月 28日(节假日不休息),每
日上午10:30分至下午19:00分

2.领取方式:在克州科信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场领取。

六、其他说明
1、施工
施工开标时要求携带：企业法人

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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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注册
建造师证及建造师安全考核证（B证）、
项目班子人员岗位证书（建造师、项目
技术负责人、施工员、安全员（C证）、质
检员、造价员、材料员、资料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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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拖欠农民工
工资证明和无重大责任事故证明（有效
期一个月）、上述证件均为原件。

开标日期：2018年11月13日。
2、监理
监理标开标时要求携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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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账户开户许可证、三证合一的营业执
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区外建筑业
企业已办理区外进疆建筑企业信息
报送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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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出具
的社保证明，上述证件均为原件。

开标日期：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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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什市教育局
地 址：阿图什市松他克路18号院
邮 编：845350
联系人：王长友
电 话：13779032426
招标代理机构：克州科信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阿图什市天山路与友谊

路交叉路口（友谊路81号）
邮 编：845350 联系人：施玲玲
电 话：0908-4238668转803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