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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项目谈判单位为某部，已具备竞

争性谈判条件，现对该项目采购进行竞
争性谈判。谈判条件为：各类资质齐
全、公司整体素质高、口碑好、信誉高、
无不良经营记录的投标人。

2.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放松椅
2.2项目编号：
2019-69313BD-3027
2.3送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3.投标资格：

3.1投标个人需资质齐全，固定经营
地点、信誉高、无不良经营记录，具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投标人。

4.评标方法：详见谈判文件。
5.投标报名：
5.1报名时间：2019年11月08日至11

月12日，每日上午10时至13时，下午17
时至19时（北京时间）；

5.2报名地点：阿孜汗南路6号；
5.3 提交材料：法人代表身份许可

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组织机构
代码。

6.谈判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6.1时间：2019年11月12日至14日
6.2地点：阿孜汗南路6号
6.3售价：免费发放。
7.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先生
电 话：0908-4764791

竞争性谈判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经阿克陶县人民政府批准, 阿克陶县自然资源局现委托阿克陶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监督并委托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买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9年12月1日到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克州分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
至2019年12月1日到新疆双兴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向阿克陶县自
然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17
时 3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19年12月1日18时0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

在阿克陶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地块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

10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日20时00分
地块报名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

10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日20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拍卖时间与地点：
拍卖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2时00分
拍卖竞买地点在：阿克陶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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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开出让文件的索取
公开出让文件资料每份1000元，在

报名申请时交纳。本次国有土地拍卖
不接受信件、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
式报名。

九、本次土地拍卖出让事宜可浏览
或按以下方式咨询：

http://www.landchina.com/（ 中 国
土地市场网）http://www.kzggzyjy.com.
cn（克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克孜勒
苏日报》

阿克陶县自然资源局监督电话：
0908—5725606

咨询专线：18690823432 赵女士
主办方：阿克陶县自然资源局、阿

克陶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承办方：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克州分公司

序
号

1

宗地
名称

2019-
32号

宗地坐落

阿 克 陶 县
幸 福 东 路
（乐陶苑小
区北侧）

宗地面积

46020.8
平方米

商业
11505.2平方米

住宅
34515.6平方米

土
地
用
途

商
住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3.2

建筑
密度

≤45%

绿地
率

≥20%

建筑
限高

≤33米

出让
年限
（年）

商业
40

住宅
70

起始
价

（万
元）

3000

加价幅
度（万
元）

2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800

阿克陶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陶自然告字（2019）03号

遗 失声 明
★艾则孜·约麦尔遗失阿克陶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具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社会抚养费），票据号码为

6706099979，现声明作废。 ★吐达吉·阿不都热伊木遗失身份证，号为653021198602150455，现声明作废。
★阿合奇县希望指定专营店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李玉军遗失房产证，产权证号为201100260，现声明作废。
★马国维遗失新A46459车行车证、登记证，现声明作废。

二、竞买人资格及有关要求
（一）上述标的竞买申请人应在阿图什市

境内注册的公司；竞买申请人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需有矿产品销售权限。

（二）在五年内没有竞买违约的行为。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规定的报名申请期

限内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以上证件须验原
件，并提交加盖单位公章复印件一式四份）；到新
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办理竞买
申请手续并获取出让拍卖文件及相关资料。

三、报名、拍卖时间及地点（北京时间）
（一）公示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9年12月1日18:00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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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拍卖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6:30 时整开

始；（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地点：新疆克州阿图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出让的采矿权矿种属于不办理探

矿权直接出让采矿权类矿产，出让区地质工作程
度低，矿山的储量、矿体赋存状况、品位等可能与
实际开采时有误差，竞买人应认真考虑，充分评
估投资风险，一旦竞得，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
后不得以矿产资源勘查报告中的资源储量、开采
条件、发生不可抗力等为由向国土资源等部门提
出退款、索赔、延长开采期限等要求。

（二）竞得人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因不
可预见风险造成的损失，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一经报价，即表示对出让标的物
可能存在的瑕疵及风险已经了解并自愿全部承担。

(四)受让人在领取采矿许可证后，只能依
据出让合同约定和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内容依
法开采矿产资源。凡是不按照上述规定开采
者，出让人可依法吊销其采矿许可证，由此造
成的一切后果由受让人自行承担，出让人概不
负责，受让人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不予退还，
受让人的经济损失也不予补偿。

(五)竞得人因开采矿产资源工作的实际需
要，涉及到林地、草场、水资源及环境保护等方
面，应按有关规定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六）涉及河道采砂，需征得当地河道管理
部门同意方可进行采矿。

五、本次采矿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受让人。

六、本次采矿权公开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出让人将于2019年11月15日前在相关媒体刊
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七、出让矿山现场踏勘
本次出让采矿权出让不组织现场踏勘，竞买

人需到矿区现场踏勘的，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八、公开出让文件的索取
公开出让文件资料每份1000元，在报名申

请时交纳。本次采矿权拍卖不接受信件、电子
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报名。

九、本次采矿权拍卖出让事宜可浏览或按
以下方式咨询：

http://www.mlr.gov.cn（国土资源部网站）
http://www.kzggzyjy.com.cn（克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克孜勒苏日报》

阿图什市自然资源局监督电话：0908—
4221067

咨询专线：13119088881曾女士
18690823432 赵女士

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公司克州分公司

经阿图什市人民政府批准,阿图什市自然资源局在阿图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挂牌、拍卖方式公开出让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聚集区六号等
12个三类采矿权，并委托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矿权挂牌拍卖出让项目一览表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矿区名称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六号建筑
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七号建筑
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八号建筑
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九号建筑
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号建筑
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一号建
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二号建
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三号建
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四号建
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五号建
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库木
萨克三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
料聚集区十六号建
筑用砂

矿种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建筑用砂矿

坐标

1,4405873.73,25579993.00 2,4405875.67,25580655.37
3,4405424.68,25580655.33 4,4405428.78,25579823.03
1645米—1623米

1,4405394.38,25579809.92 2,4405396.37,25580690.24
3,4405063.05,25580691.10 4,4405064.45,25579683.85
1639米—1618米

1,4403452.61,25579663.36 2,4403614.83,25580804.03
3,4403198.77,25580865.74 4,4402994.31,25579730.98
1620米—1588米

1,4403627.22,25580870.02 2,4403704.24,25581344.02
3,4403297.20,25581414.01 4,4403210.68,25580932.73
1596米—1581米

1,4404021.68,25580229.72 2,4404019.98,25580742.51
3,4403668.72,25580774.52 4,4403591.49,25580241.80
1613米—1595米

1,4404525.98,25580231.47 2,4404530.37,25580685.55
3,4404086.50,25580686.94 4,4404082.54,25580233.06
1622米—1603米

1,4405028.92,25580412.62 2,4405029.22,25581020.18
3,4404578.84,25581018.94 4,4404578.02,25580414.59
1625米-1607米

1,4405394.32,25580741.18 2,4405393.32,25581750.74
3,4405061.42,25581752.52 4,4405061.12,25580739.10
1623米-1599米

1,4405868.49,25580711.48 2,4405860.33,25581640.36
3,4405436.71,25581638.60 4,4405427.25,25580710.93
1631米-1607米

1,4406409.71,25580625.43 2,4406638.71,25581279.37
3,4405904.75,25581282.74 4,4405904.05,25580628.45
1641米-1621米

1,4389044.60,25608741.12 2,4388912.15,25609095.00
3,4388688.79,25608977.07 4,4388650.06,25609023.17
5,4388571.64,25608987.68 6,4388638.85,25608706.33
1268米-1261米

1,4404494.92,25580764.83 2,4404491.01,25581481.18
3,4403794.53,25581481.76 4,4403690.97,25580856.58
1613m-1588m

面 积 ( 平
方千米)

0.3349

0.3130

0.5092

0.2021

0.2051

0.2014

0.2731

0.3364

0.4014

0.4058

0.1200

0.5055

出 让 年
限（年）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生产规模（万立
方米/年）

30

30

45

18

18

18

25

30

37

37

7

45

最 低 出 让
价(万元)

111.24

111.24

166.86

66.74

66.74

66.74

92.70

111.24

137.19

137.19

25.96

166.86

拍 卖 保 证
金（万元）

222

222

340

140

140

140

185

222

275

275

52

340

备
注

阿图什市自然资源局采矿权出让拍卖公告 阿自然资公告字（2019）006号

注：1、竞买人成为竞得人后，保证金在挂牌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2、矿山成交价款不含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
后，应在3个工作日缴纳矿山资料的编制费用。

新疆嘉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喀什
拍卖分公司受相关单位的委托对下列
标的进行公开拍卖：新P-06259三菱帕
杰罗越野车，新P-05269江铃皮卡小货
车，新 P-30381 桑塔纳 300 轿车，新 P-
52288 帕萨特轿车,新 P-07203 捷达轿
车,新P-05608捷达轿车，新P-05602捷
达轿车新，P-05609 捷达轿车，新 P-

07173捷达轿车。
欢迎有实力的企业及个人参加竞买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2019年11月12日-2019

年11月18日
拍卖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北京时间12:00时整
拍卖地点：克州税务局光明路办公区
联系电话：13999093000

18094960290
新疆嘉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喀什

拍卖分公司

嘉盛拍卖公告

公 告
阿克陶县诚鑫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到30日开始清理2017-2019年农民工工资问题，有欠薪请到财务室登

记。 联系人：蒋 嫣 联系电话：15209085774

（上接第一版）以及自治区脱贫攻坚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看问题是否整改到位、整改台账是否建立、印证资料是否齐全、整改机制是
否完善,特别是要紧盯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系
统整改、全面整改,从源头上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形成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坚
决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以问题
整改推动工作落实,不断提升脱贫攻坚的质量水平。

四要强化跟踪管控,认真谋划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全州各级各部门
要抓紧当前有限的施工时间,加大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所有扶贫项目当年完
工,并及时开展已完工项目的验收工作,特别是加快已验收项目的结算审计
工作,确保项目及早投入使用、发挥效益。要结合实际,尽快编制完善2020
年扶贫项目库和年度项目计划,乌恰县、阿合奇县、阿图什市要适度安排一
定比例的巩固提升项目,加大后续产业扶持,坚决防止返贫现象发生;阿克
陶县要继续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标准,加大产业增收项目比重,打牢脱
贫基础,确保如期摘帽。

五要强化责任担当,坚决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全州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坚定坚决扛起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
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做到亲自部署、亲自督办,真正带头、真正落实,全力以
赴帮民富、解民困、促脱贫。州纪委监委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从严执纪、
强化问责,常态化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坚决整治扶贫领域的突出顽
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始终以铁的纪律、严的作风、实的措
施,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精准落实落细落地。

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刘军海、帕尔哈提·吐尔地、古丽夏提·西尔艾力、
宋文广、杨伟辉、胡朗民、申海涛、龙明姬、海布努尔·玉山、王建军、许学巍、
王新刚、贺学理、金平钰等州领导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要锻造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基层，使基层真正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坚持战斗
力标准，强化战斗队思想，把备战打仗
指挥棒在基层牢固立起来，按照对战斗
力的贡献率统筹各项建设。要探索基
层战斗力生成和运用特点规律，提高基
层建设质量和用兵效能。要坚持实战实
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加强针对性适应
性训练，加强新装备新力量训练，打牢训
练基础，完善训练保障，提高训练实战化
水平。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用好基层实践平台，抓好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励官兵立足本
职岗位成长成才，强固基层建设人才支

撑。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发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精神，把官兵带得很有血性，
把部队带得虎虎生威。

习近平强调，要锻造法纪严、风气
正的过硬基层，以严明的法治和纪律
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
的队伍。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方针，贯彻条令条例，坚持按纲抓
建。要对基层建设有关政策制度进行
全面梳理，搞好科学论证，做好立改废
释工作。要严格管理部队，坚持严格
要求同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
束同说服教育相结合，确保部队高度
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要把正风肃纪
反腐压力传导到基层，深入纠治官兵
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把基层

搞得清清爽爽。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
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
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
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基层建设
的领导。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
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
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
帮建基层工作。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
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增强工
作指导科学性，结合本单位本系统实
际，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导，狠抓经常
性、基础性工作落实。要把指导帮建的
着力点放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上，尊重

基层工作安排权、人员使用权、财物支
配权。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
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要遵
循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原
则，健全运行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形成
顺畅高效的抓建基层工作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就贯
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新时
代我军基层建设提出要求。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苗华、张升
民出席会议。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
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有关领导同志
以及部分基层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陈全国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与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
合起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要坚
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警钟长
鸣、警惕常在，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施 策 ，保 持 社 会 大 局 持 续 和 谐 稳
定。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任务。要大力保障改善民生，扭住
突出民生难题，切实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切实建强基层组织，强基
础、补短板，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
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
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自治区副主席赵冲久一同调研。

（上接第一版）三要深刻把握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四
要深刻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重大任务。五
要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安征宇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认
真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一是学习要务必做到
入脑入心。全州各级党政要坚持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切实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州四套班子领导干部要

做好学习表率，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引导带动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各级党委
（党组）要坚持把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
内容，制定系统学习计划，确保全会精
神入脑入心。二是宣讲要务必做到全
面准确。全州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集中力量开展好面
对面宣讲，采取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
落实。要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讲清楚
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
大改革举措，讲清楚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的要求。参加宣讲的同志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当前干部群众普

遍关心的问题，真正用全会精神凝聚人
心、增进共识。三是宣传要务必做到生
动鲜活。全州各级宣传部门要统筹抓
好学习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宣传
解读全会精神。各级新闻媒体要切实
发挥自身优势，安排重要版面、重要时
段精心宣传，开辟专栏专题、精心策划
报道，确保学习宣传到位。各级各部门
特别是宣传、网信部门要严肃政治纪
律，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扛
起把关责任、规范报道流程。州委组织
部门要认真制定学习培训计划，抓好各
级干部学习培训工作。四是贯彻要务
必做到结合实际。全州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
指示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
来，真正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做好稳定
脱贫发展各项工作上来。要切实强化
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
度、坚决维护制度，切实把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保持战略定力
和战略耐力，不断建立完善各项体制机
制，确保全州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
稳定、全面稳定。

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刘军海、帕尔
哈提·吐尔地、宋文广、杨伟辉、胡朗民、
龙明姬、海布努尔·玉山、王建军、许学
巍、阿不都热合曼·艾力、王新刚、贺学
理、金平钰等州领导参加集体学习。

发扬优良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 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推动稳定发展取得新成绩

（上接第一版）
陈全国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
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要坚决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严格
遵守和执行制度，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陈全国强调，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动力，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落地生根。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
场。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
老同志代表，在乌鲁木齐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区（中）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宣讲团、自治区党校、新疆社会
科学院理论工作者代表，自治区高校师生代表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报
告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