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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全州林草系统各级干部
职工：

根据自治区林草局党委《关于在全区林
草系统开展“以案促改、净化政治生态”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工作实际，在全州
林业和草原系统开展“以案促改、净化政治
生态”专项整治工作，现就问题线索收集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整治工作举报受理范围
1.不守政治纪律、不讲政治规矩的问题；
2.责任意识缺失、监督监管缺位的问题；

3.履职尽责不力的问题；
4.以林谋私、借林享乐和作风漂浮的问题；
5.机制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
6.违反党的纪律和职务违法犯罪的问题。
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

告申诉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有关规定，检举、控告、申诉必须对所检举、
控告、申诉的事实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诬
陷、制造假证行为，必须承担纪律和法律责
任。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全州林草系统各级
干部职工如实反映问题。

三、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提倡实名举报

（请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准确联系方
式等内容）。

举报电话：0908-4222954（夏季10：00-
20：00；冬季10：00-19：30）

举 报 箱：设在州农业综合楼大门口，
州林草局（2楼楼梯口左侧）

电子邮箱：kzlslyj@126.com
通讯地址：新疆阿图什市帕米尔路东

35号院林草局
特此通知

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12月2日

拍 卖 公告
受阿图什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公司委托，我公司将于2019年12月16号上午13：00时对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建筑用石灰石矿2

年经营权费用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1500000元
欢迎实力企业或自然人积极参与！
咨询电话：13119088887 18690823432
预展时间：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15日 拍卖时间：2019年12月16日上午13：00时
拍卖地点：阿图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财政局6楼） 咨询电话：13119088887 18690823432

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

关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林草系统开展
“以案促改、净化政治生态”专项整治工作问题线索收集的通知

遗失 声明
★阿图什市伊园羊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阿克陶县蜀馨药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号为新DB90800027，现声明作废。
★穆斯塔法·买买提江遗失出生证，号为M650396309，现声明作废。 ★穆妮热·买买提江遗失出生证，号为M650396310，现声明作废。
★新疆牌尔伟喜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J8932000140001，账号为30465101040021184，现声明作废。
★热孜亚·阿布力米提遗失身份证证，号为65302119960510116X，现声明作废。 ★斯拉木江·伊达依提遗失新30I01146号牌照，现声明作废。

注 销
斯拉木江·伊达依提新 30I01146 牌照的挖掘机注销

广大供应商：
根据我部生活需求，经研究决定对我

部2020年度第1季度副食品进行公开招标
采购，有意参加竞标者请于2019年12月11
日下午18：00以前到我部生活服务中心报
名、登记，望广大供应商积极参加。现将有
关招标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项目及方式.
1、招标项目：蔬菜类、水果类、畜肉类、水

产类、禽肉类、调料类、冻货类、饮料类、豆制
品类、卤肉类、面点类、面食类、饮用纯净水

2、招标方式：以公开招标方式，各类副
食品的单价最合理且商品符合供应要求者
为中标人。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2019

年12月11日（10:00-13:30；16:00-18:00）
2、报名地点：阿图什市阿孜汗南路6号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22条规定。

2、投标供应商为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
的合法单位，具备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储藏
冷库，具备相应的运输及服务保障能力。

3、投标人必须为法人本人，不接受法
人委托人报名、投标。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
加同一包段的投标，供应商之间有上述关系
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四、所需资料
1、法人身份证及彩色复印件一份。
2、营业执照彩色复印件一份。
3、税务登记证彩色复印件一份。
4、开户许可证及彩色复印件各一份。

5、畜肉类是合作社的必须出具动物防
疫合格证彩色复印件一份。

6、法人及送货人员的健康证明和彩色
复印件一份。

另：报名时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10000
元，凡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后缴纳的投标保
证金无效。

五、合同签定及结算方式
中标后供需双方现场签定中标合同，

供货时间为合同签定后每日上午 9 时 30
分，供货方式为供应商自行将预约采购物
资供应至69313部队生活服务中心。每月
以转账支票方式一次性结算供货款，结算
时间为下月月初5-15日前。

不明事宜请与招标领导小组联系。
联系人：龙涛
电 话：0908—4764808

17551041440
69313部队服务中心

“阳光采购”投标邀请书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
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新财监
[2019]6号）文件要求，按照“加大会计监督
检查力度,综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
原则，全州各级财政部门从8月至10月组
成6个检查组，投入检查人员18人，对全州
20家单位进行了财政监督检查，共查出违
规金额3387.92万元，主要有：往来账长期
挂账未及时清理1954.44万元、固定资产未

及时入账242.43万元、资金未及时支付106
万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48 万元、会计
核算不规范66.7万元、票据使用不规范112
万元、合同签订不规范130万元、往来账核
算不规范 575 万元、两年以上结余未及时
上缴财政62.5万元、收入未及时上缴财政
90.85万元。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截止目前已
纠正违规问题资金1221.44万元（其中：已

上缴财政资金57.75万元），正在整改问题
涉及资金2166.48万元（往来账长期挂账未
及时清理1954.44万元、固定资产未及时入
账和资金支付不及时 212 万元）。克州财
政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违规情节较
重的两个单位下达了处罚决定。

现予以公告。
克州财政局

2019年12月04日

关于 2019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果的公告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全国人大
外事委员会4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
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恶毒攻击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歪曲抹
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
力，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
慨和坚决反对。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中心，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工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

和宗教事务条例，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
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和实施的。新疆
教培中心的设立和实施，目的是消除恐
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
壤和条件，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多发、频
发势头，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族人民的生
命权、健康权、发展权。这是对广大人
民人权的最好保护，也是对国际反恐事
业的重大贡献。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人类社会的
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事实证明，中方有关举措是有
效的，新疆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已连续

三年未发生暴恐案件。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美国国会不但对新疆依法依规打
击恐怖主义、保护人权的努力视而不
见，对新疆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宗教和谐的大好局面视而不
见，反而捏造事实、诋毁抹黑中国反恐
和去极端化的正义之举。这是在反恐
问题上典型的双重标准，其在人权问题
上的虚伪暴露无遗。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人权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强烈敦促美国
国会摒弃政治偏见，放弃对中方施压的错
误做法，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停止为中美关系发展和双方
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设置障碍。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全国政
协外事委员会4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审议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对此予以严厉谴责，表示强烈愤慨
和坚决反对。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
争的主战场。一段时期，新疆深受
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害，人
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新疆
设立的教培中心是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学校，是为了帮助被暴恐极端
思想“洗脑”的人员摆脱极端思想
的束缚，增强法律意识，掌握生产
和生活本领。自从新疆依法采取

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
施以来，已连续 3 年没有发生一起
暴恐案件，呈现出繁荣稳定、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是
中 国 对 国 际 反 恐 事 业 的 重 要 贡
献。美国通过这一法案是为恐怖
主义张目，是在助纣为虐，是对新
疆反恐成果的否定和抹杀，是对国
际反恐合作的严重破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
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新
疆 2500 万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
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 64 年来，经济总量增
加了 80 倍，仅 2014 年以来就有近
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新疆目前有
28000 多 处 宗 教 场 所 ，其 中 包 括
24000 余座清真寺，平均 530 位穆斯
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新疆依
法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极

端化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新疆各族人
民的安全和人权。美国对此视而不
见，反而对中国指手画脚，同时却在
世界不少国家挑起战端、造成平民
伤亡，在国内大搞种族歧视。美国
这一法案罔顾事实、黑白不分，是在
搞双重标准，是打着维护人权的幌
子，行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
之实。

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有包括
新疆各族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
紧密团结，任何破坏新疆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注定都不会得
逞。美方应明辨是非，认清事实，立
即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
行径，以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多
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共
同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维护世界和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4 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了所
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该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
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
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
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
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
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
题。新疆曾经深受极端主义、暴恐活
动之害。面对严峻形势，新疆自治区
政府依法打击暴恐活动，同时重视源
头治理，包括积极推进去极端化工
作，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

社会和谐稳定。这些措施确保了新
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
持，也为全球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治疆政策
普遍予以积极评价。2018年底以来，
70余批国家和地区官员、国际组织、
新闻媒体、宗教团体、专家学者等一
千余人参访新疆，他们纷纷称赞新疆
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经验值得学习借
鉴。今年3月，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
理事会通过决议，赞赏中国关怀穆斯
林群众所作的努力。7月，50余国常
驻日内瓦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
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尊重和
保障人权。10 月，60 多个国家在第
74届联大三委会议期间踊跃发言，称

赞中国新疆巨大的人权进步。这些
都有力证明，美方拿涉疆问题做文
章，完全违背事实，完全违背国际社
会主流民意。

我们要正告美方，新疆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方
上述法案蓄意抹黑中方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只会进一步暴露其在反恐
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只会让中国人民
进一步看清其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
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我
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阻止上述
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作出进一步反应。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谈话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 通 过“2019 年 维 吾 尔 人 权 政 策 法
案”。对此，国家反恐办主任刘跃进接
受记者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
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国家反恐部门对此有何评论？

答：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 年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罔顾事实，歪曲
捏造，无中生有，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
策、反恐维稳举措和新疆人权状况进行
肆意诬蔑和无端指责，充分暴露美方在
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打着“人权”
旗号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我们对
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特
别是新疆地区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
极大危害了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
重践踏人类基本尊严。面对现实威胁，
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依法开展反恐
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
多发频发势头，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存
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得到新疆各族
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
价，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和
贡献。目前，新疆已连续三年没有发生
暴恐案件，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发
展，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
和睦和顺，各族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法治思维、运
用法治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坚持依法
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反
对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特定国家、
民族、宗教挂钩，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
取“双重标准”，倡导综合施策、标本兼
治，既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又致力
于消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条件，主
张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加强
国际反恐务实合作。当前，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依旧严峻，打击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任重道远，为虎作
伥终将养虎为患，唯有摒弃“双重标
准”，增进政治互信，凝聚战略共识，促
进合作交流，才能更有效遏制和打击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宁。

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中多次“批评”

中国政府借反恐问题在新疆实施“镇
压”“侵犯少数民族人权”。请问您怎么
看？

答：一段时期，境内外“东突”势力
在我国新疆等地策划、组织、实施分裂
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共制造了数千起
暴恐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
数百名公安民警牺牲，财产损失无法估
算，严重危害我国的安全与稳定，危害
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
保护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新
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和谐稳定，中国政府
对暴力恐怖活动始终坚决依法严厉打
击，经过开展5年多的严厉打击暴力恐
怖活动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
多发频发势头，有利维护了新疆社会稳
定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
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也为
国际反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法治国家，在打击暴力恐怖
活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有关规定进
行，将打击暴恐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
合，既注重依法严厉打击少数严重暴力
恐怖犯罪，严厉惩治极少数恐怖组织骨
干分子和恐怖活动犯罪人员，最大限度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遭恐怖主义和
极端主义侵害；又重视开展源头治理，
通过帮教，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挽救绝
大多数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避
免其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
者和牺牲品，根本不存在美方所称的

“侵犯少数民族人权”问题。
问：去年以来，美持续对新疆开展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指责。对
此，您作何评论？

答：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是以帮助就业、去除极端为导向目的学
校性质的机构，今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疆的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对教培中
心的情况作了全面系统介绍，也对一些
人别有用心的指控作了回应。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打击恐怖主义
和去极端化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世界
性难题。中国在广泛借鉴吸收国外反

恐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打击和预防相结
合，实施去极端化措施。新疆依法开展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是中国在反恐
和去极端化方面所作的积极尝试和探
索，也是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决议
和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的响应和落实。自2018年底以来，
联合国高层、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
一些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境外媒
体、宗教团体等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
70余批团组、1000多人赴疆参访。通过
实地参观访问，许多人理解了新疆开展
教培工作的紧迫性、必要性、合法性、合
理性。他们纷纷表示，新疆的暴恐活动
惨无人道、令人愤慨，教培工作挽救了
那些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控制的
学员，新疆的教培工作为国际社会反
恐、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积
累了宝贵经验，很有借鉴价值。美方对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歪曲污蔑，无
非是拿“宗教”“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
内政，遏制中国发展。

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
人。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开展反恐国际
合作有关情况。

答：中国在为打击恐怖主义做出自
己努力的同时，始终坚持主张遵守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反
恐决议，先后批准加入了12个全球性的
国际反恐公约，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
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
边合作机制，并通过双边渠道同有关国
家开展了有效合作。

近年来，受“东伊运”等境外“东
突”恐怖组织蛊惑煽动，我境内人员非
法出境参加恐怖活动情况突出，严重
影响国家和地区间安全稳定。为打击
此类犯罪，中国执法部门加大了与有
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力度，严格依法开
展国际执法合作，提交违法犯罪证据，
有序开展遣返工作。对遣返回国的非
法出境人员，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中
国有关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行为采取
法律措施，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这些工作有力维护了中国以及地区间
的安全稳定。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当地
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不
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
通 过“2019 年 维 吾 尔 人 权 政 策 法
案”。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
踏。这部“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
白，充斥着对中国治疆政策的偏见、
抹杀新疆发展成就、无视包括维吾
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群众的真实感
受，再次暴露了美国会毫无底线的
双重标准和虚伪丑陋的霸权逻辑。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此予以坚决
反对和强烈谴责。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事务纯属我国
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对“三股势
力”在新疆制造的暴行视而不见，对
受到暴恐威胁的新疆各族人民的人
身安全毫不关心，如今却企图通过

“人权政策法案”为“三股势力”撑腰
打气，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和
反华势力妄图借所谓“新疆问题”遏

制、分裂我国的险恶用心。
新疆是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任何离
间我国民族关系、遏制我国发展的
图谋都注定难逃失败命运，终将沦
为历史的笑柄。我们不惹事，但也
决不怕事，中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的意志坚如磐石，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
挡。我们奉劝美国，立即停止干涉
中国内政、停止干涉新疆事务，否则
必将自食恶果。

国家反恐办主任刘跃进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答记者问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
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