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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建设已由上级业务部门批

准招标，招标单位为69313部队，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
2.1项目名称：69313部队俱乐部维修改

造工程。
2.2建设地点：新疆阿图什市。
2.3建设规模：计划投资50万元。
2.4 计划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

年10月7日，40天。
3.投标资格：

3.1施工投标企业具备房屋建筑总承包
叁级（包含叁级）以上资质，在市场诚信平台
上无不良行为记录，信誉度较高，具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

4.评标方法：详见招标文件。
5.投标报名：
5.1 报名时间：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6 日，每日上午 11 时至 13 时，下午 16 时至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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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许可证、企业简况和开户银行出具
的资信证明。上述证件均为原件并携带加盖
公章的彩色复印件一套，按顺序装订成册。

6.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 星 电 话：09084-764801
地 址：新疆阿图什市阿孜汗路南六院
开户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69313部队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克州分行
银行帐号：3012，3613，0902，6700，495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建设已由上级业务部门批

准招标，招标单位为 69313 部队，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
2.1项目名称：69313部队斯姆哈纳边防

连水源整治工程。
2.2建设地点：新疆乌恰县吉根乡（距离

阿图什市270公里，海拔2780米）。
2.3建设规模：计划投资50万元。
2.4计划工期：2019年 8月 28日至 2019

年10月12日，45天。
3.投标资格：

3.1施工投标企业具备水井凿井资格证
乙级（包含乙级）以上资质，在市场诚信平台
上无不良行为记录，信誉度较高，具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

4.评标方法：详见招标文件。
5.投标报名：
5.1 报名时间：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6日，每日上午 11时至 13时，下午 16时至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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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况
和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上述证件均
为原件并携带加盖公章的彩色复印件一套，
按顺序装订成册。

6.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 星
电 话：09084-764801
地 址：新疆阿图什市阿孜汗路南六院
开户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69313部队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克州分行
银行帐号：3012，3613，0902，6700，495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
育部直属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办学
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乡，主要面向成人开展
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克孜勒苏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国家开放大
学(新疆)分校，根据克政发【2017】38号（克州
基层干部职工学历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文件精
神、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企业、村(社区)等合
作，充分利用覆盖全州城乡的办学网络，利用
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主要载体，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历教育，不断满足克州广大社
会成员的学习需求，努力实现人人皆学、时时
能学、处处可学的目标。

学历提升专业在岗在编干部职工的学费
由个人承担，毕业后学员凭发票和毕业证书到
所在单位审核，财政报销学费的30%；

一、招生专业
药学专科、护理学本、专科专业，学历在

医药类职称评审中已得到自治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的认可。

（一）本科（专科起点）专业(9个)
法学、汉语言（新疆试点）、小学教育、学

前教育（学前教师教育方向）、汉语言文学
（师范方向）、会计学、行政管理、护理学、工
商管理。

（二）专科专业(12个)
法律事务、汉语言（新疆试点）、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计算机信息管
理、会计、行政管理、护理学、药学、园艺技
术、畜牧兽医。

二、招生对象
（一）本科专业：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

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
（二）专科专业：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三、开放本科、专科报名手续
报读开放本科须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

复印件及专科学历证明；报读开放专科须持
本人身份证、高中阶段学历证书（包括中专、
技校、职校、职高等）的原件和复印件。学生

必须签定入学资格承诺书。
四、报名时间与地点：2019年8月1日起

在各教学点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9月5日。

地 点：克州电大一楼报名大厅。
咨 询 电 话：0908-4238135

18097915532
15299723587

阿克陶教学点：15299729115
15909081988

阿合奇教学点：18809086507
18809088717

乌恰教学点：13579573186
18099080553

校本部报名电话：15299723587
0908-4238135

本、专科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历证书
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查询。

克孜勒苏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新疆）克孜勒苏广播电视大学2019年秋季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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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人资格及有关要求
（一）上述标的竞买申请人应阿图什

市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竞买
申请人营业执照注册资金（实收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 300万元；竞买申请人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需有销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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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出
具的资金证明原件等材料到新疆双兴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分公司办理竞买申
请手续并获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

三、报名、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北京
时间）

（一）公示报名时间：2019年 8月 21日
至2019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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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上午 12:00 时

整开始；（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地点：新疆克州阿图什市财政局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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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成交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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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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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0823432 赵女士
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公司克州分公司

1.招标条件：
项目谈判单位为69313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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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69313 部 队 礼 堂 座 椅 采 购 ，编 号 ：

2019-69313BD-3022。
69313 部队侦察监控系统采购，编号：

2019-69313BD-3023。
69313 部 队 马 草 采 购 ，编 号 ：

2019-69313BD-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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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1日至08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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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9 日至 0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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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浩 电 话：0908-476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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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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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区建筑用砂矿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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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名称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
聚集区一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
聚集区二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
聚集区三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
聚集区四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砂石料
聚集区五号建筑用砂

新疆阿图什市上阿图
什乡三号砖瓦用页岩
矿

新疆阿图什市吐古买
提乡四号建筑用砂矿

新疆阿图什市阿扎克
二号砖瓦用粘土矿

矿
种

建
筑

建
筑
用
砂

建
筑
用

建
筑
用

建
筑
用

砖
瓦
用

建
筑
用

砖
瓦
用
粘

坐标

1,4403358.35,25579034.41 2,4403440.83,25579600.89
3,4402983.66,25579670.02 4,4402832.85,25578834.85
1633米—1611米

1,4404021.84,25579287.00 2,4404021.02,
25580149.55
3,4403564.41,25580164.57 4,4403429.78,25579062.05
1636米—1607米

1,4404526.79,25579479.34 2,4404528.73,25580141.71
3,4404077.74,25580141.67 4,4404081.84,25579309.37
1632米—1608米

1,4405029.23,25579671.00 2,4405031.17,25580333.36
3,4404580.18,25580333.32 4,4404584.28,25579501.03
1636米—1618米

1,4406238.52,25580130.61 2,4406391.59,25580572.29
3,4405900.20,25580585.10 4,4405900.50,25580003.46
1639米—1623米

1,4394419.98,25562380.23 2,4394443.85,25562505.55
3,4394357.25,25562629.21 4,4394267.19,25562688.30
5,4394172.42,25562615.93 1878米—1810米

1,4434362.256,25601401.449 2,4434283.448,
25601644.500
3,4434166.403,25601630.144 4,4434279.510,

1,4391458.09,25600253.22 2,4391268.71,25600465.98
3,4391196.74,25600480.96 4,4391059.38,25600452.06
5,4391106.49,25600276.20 6,4391143.55,25600209.66
7,4391188.86,25600256.93 1285米-1277米

面 积
( 平 方
千米)

0.3367

0.5082

0.3349

0.3349

0.208

0.0364

0.02865

0.0609

出让年
限
（年）

3

3

3

3

3

3

2

3

生产
规模

30.00万
m3/年

45.00万
m3/年

30.00万
m3/年

30.00万
m3/年

20.00万
m3/年

25.00万
吨/年

4.00万
m3/年

4万m3/
年

最 低 出
让 价 ( 万
元)

111.48

167.22

111.48

111.48

74.32

46.46

10.36

16.87

拍卖保证
金 （ 万
元）

220

320

220

220

150

100

20

32

备
注

遗 失 声 明
★赛比尔丁·马拉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为P650350243，现声明作废。
★艾皮拉依力·吐尔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为M650401143，现声明作废。
★阿图什市赛布尔果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账号：872040012010101643411，现声明作废。
★祖拜依尔·阿不都卡哈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为O650399856，现声明作废。

更 名
萨拉木·阿布都外力更名为

阿卜杜萨拉木·阿布都外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不忘党的初心和使命、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的号召和嘱托，6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壮
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
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先后有 1300 余
名记者追随当年红军长征步伐，深入
实地采访，累计跨越 16000 余公里，推
出 10000 余篇鲜活生动、形式多样的
报道，网上总阅读量近 20 亿次，社会
反响热烈。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记者再走
长 征 路 ”主 题 采 访 活 动 作 出 重 要 指
示，引起各界热烈反响。参加主题采
访活动的编辑记者、红军长征沿线及
各地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大力弘
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牢记党的初心和
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向时代交出一份
圆满答卷。

在历史中找寻来路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艰苦卓绝的长征，书写下中国革
命的不朽传奇。“希望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
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使广大干部群众深
受鼓舞。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管冬梅一直被长征
的故事感动着。“对壮怀激烈、惊天动
地革命故事的了解，能让我们更加珍
视今天的一切、感恩先烈们昨日的付
出、明晰自己明天奋斗的方向。”管冬
梅说。

“今天的革命老区面貌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革命历史不能忘，
革命传统不能丢！”贵州遵义娄山关红

军小学校长袁思海表示，要依托娄山
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为孩子们点
亮信念明灯，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再走长征路，是一堂生动的历
史教育课。”湖南日报记者唐亚新说，

“实地了解当年红军长征的非凡历程，
聆听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在
历练中收获成长和提升。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我们更要缅怀英雄、读懂历
史，将永不过时的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传播出去。”

“革命故事惊天动地，很多红军
烈士却是无名英雄。”参与主题采访活
动的人民日报记者邝西曦感慨万千，

“只有实地走过长征路，才能真切感受
到他们对信仰的忠诚、对信念的执着、
对初心的坚守。”

“当年红军长征从我们这里走
过，80 多年过去了，长征精神一直鼓
舞着我们建设家园、发展经济。”云南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村党总支书
记毛洪银说，“日子越是过得好，越是
不能忘了历史，不能忘了我们走过的
路，忘本的人走不远。”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重温历史，也是对初心和使命的
叩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
明一直关注主题采访活动，他说：“长
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
念。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荡起催人奋进的
力量。”

在福建长汀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
颜珂，至今难忘中复村那座木质廊桥
上刻下的红军征兵等高线——人比枪

高当红军；难忘濯田镇烈士的名字刻
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初心和使命
去哪里寻找？就镌刻在那条生命等高
线上，在那面烈士纪念墙上，在无数生
死与共、感人至深的故事中。”颜珂感
慨颇深，“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党
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的力量，充分说
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植根人民、依靠
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再走长征路正是对长征精神的
现实传承与生动诠释。”与媒体记者一
路走来，陕西省委党校延安精神研究
中心主任毕远佞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今年
63 岁的俸顺喜感慨颇多。他的父亲
17 岁参加红军，后来在战斗中负伤并
被当地村民救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让我觉得很振奋、很自豪。作
为红军后代，我要铭记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继承父辈遗志。”

“长征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
一种信念信仰、一座精神的宝库，我们
青年一代更应该珍视这份历史的馈
赠。”采访结束，光明日报记者章文说，

“作为一名党报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熠熠闪
光的红色故事。”

跨越前进道路上新关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广大干部群众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
奋进，我们一定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
关”“腊子口”。

“当年，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攀绝
壁、炸碉堡，在迭部县腊子口一举攻克
天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
长、迭部县县委书记仁青东珠说：“迭

部县以腊子口攻坚的智慧和勇气，真
抓实干、精准施策，2018 年脱贫摘帽，
下一步目标不变、靶心不散，要让农牧
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成为眼下
最热的话题。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
交流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林更斌倍感
振奋，“带着初心、带着使命、带着感情
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中去，兑现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既是民族
地区，也是革命老区，还是深度贫困地
区。平峰镇组织委员赵文斌说：“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吉县将台堡，
瞻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参观红军
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馆，强调‘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
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我出生在这里，成
长在这里，要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团
结带领群众，共同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

参加主题采访活动的人民日报记
者王明峰说：“今天的我们依然面临众
多的‘娄山关’‘腊子口’，但只要努力
接续奋斗，就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告慰那些为我们创造幸福的先烈。”

一篇篇鲜活生动的报道，让中国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徐萌深
有感触。“如果说 80 多年前的长征是
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新时代的长征
更需要理想信念的鼓舞。每个人都将
是这条路上的一团火、一盏灯，都要珍
惜和运用好长征精神这个宝库，努力
让我们国家的明天更美好。”

（据《人民日报》）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重要指示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记者 20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我国在建最长的铁路项目浩吉铁路（原称蒙华铁路）开始动
态检测，试验车组对线路、通信、信号、接触网等系统进行动态测试，
为全线 10 月 1 日前建成开通做好准备。

浩吉铁路全长 1800 余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规划年运煤能力
2亿吨，是国家“北煤南运”新的战略大通道。为满足运煤专列的运行
需要，隧道内增设了防护门阻燃、隔断措施和自动灭火消防设备。

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技术人员介绍，浩吉铁路是我国第一条按
重载铁路设计的货运铁路，机车牵引功率大，牵引变电所回流电流
大，最大牵引电流为 2300 安培,开通后将实现一列车荷载 160 辆车厢
的牵引能力，按每节车 60 吨运力计算，每列车将可以替代 30 吨的载
货汽车 320 辆。

为实现高强度的牵引，接触网所使用的接触线由高铁通用的镁
铜合金改为银铜合金，导电性能更优，使机车牵引功率更大。此外，
浩吉铁路列车控制系统还试用了国产“北斗”导航系统。

我国最长重载铁路开始动态检测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五部门 20 日共同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
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了 8 种“校闹”行为，要
求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
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依法打击“校闹”行为，为学校办学
安全托底。

“因为‘校闹’的存在，学校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导
致一些学校不敢正常开展体育教学、课外活动，不敢正常批评教育
学生，干扰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影响了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必须下
大力气予以解决。”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说。

据介绍，意见借鉴治理“医闹”做法，结合教育领域特点，遵循客
观中立、依法治理、多元参与、部门协作的原则，围绕依法治理“校
闹”，构建了从加强预防、减少事故，完善程序、妥善处理纠纷，到严
格执法、依法惩治“校闹”行为，再到多部门合作、形成共治格局的完
整治理体系。

意见突出“预防为先”，强调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的损
害赔偿机制，要求学校不得推诿塞责，积极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
方式化解纠纷。学校确有责任的，要依法、及时进行伤害赔偿，实现

“不闹也赔”。同时，针对实践中“以闹取利”和一些地方无原则“花
钱买平安”的状况，意见强调“闹也不赔”，明确禁止不顾法律原则的

“花钱买平安”行为。责任明确前，学校不得赔钱息事。

“不闹也赔”“闹也不赔”：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治理“校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