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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国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导
坚决如期打赢全区脱贫攻坚战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6 月 12 日
讯 记者姚彤报道：12 日，自治区
党委书记陈全国就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要指示作出批示，要求全区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稳扎稳
打、艰苦奋斗，确保如期打赢全区
脱贫攻坚战。
陈全国在批示中指出，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
书记坚定的信仰信念、顽强的意志
品质、强烈的历史担当，充分体现
了人民领袖爱人民的崇高品格、胸
怀天下情系苍生的为民情怀，为全
党全国全社会作出了表率、树立了
典范，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坚决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坚定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要进一步明确目标
任务，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扶贫标
准不动摇，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不动摇，既不急躁蛮干，
也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
不吊高胃口，确保焦点不散、靶心
不变，确保 2020 年全区贫困人口
同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要进
一步注重精准发力，
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全面落实
“六个精准”
、着力推进“七个一批”
“三个加大力度”
，集中力量攻克南
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坚中之坚，
确保
不漏一村不落一人。要进一步深
化扶贫协作，
切实深化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党政机关定点扶贫，
充分调
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积极性，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
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
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把脱贫攻
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坚持自
治区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坚持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
贫
困县党委和政府负起主体责任，
明
确责任、尽锐出战、狠抓实效。要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坚持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强化督查专项治理，
切实加强对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督
管理，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以更加昂扬的精
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凝
聚起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
强大合力，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总目标、谱写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奠定坚
实基础。

漫画

MANHUAPINGSHUI

够高了

评说

画/尹正义 文/ 甄拓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精准扶贫要下
“绣花”
功夫，
要实打实，
来不得水分，
务不得虚功。没有虚
功，脱贫才不是一锤子买卖。认识其关键，践行就不能远离脱贫本意。一些地方扶贫工作通过
“巧算”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存在只管一时不管长远，只顾眼下不谋将来的伪脱贫现象，偏离
脱贫攻坚本意，
丢掉脱贫攻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脱贫怀着急功近利心理，
帮扶便不会有为民谋
长远的心思。缺少脱贫长久之计的
“摘帽式”
脱贫注定与真脱贫无缘。
来源：
求是网

昌吉州国土资源局农业园区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新
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批准，我
局对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牛圈
子湖示范区、老龙河示范区、精深加工区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5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 15081.909 万元竟得。
F6-2-1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293.5766 万元竟得。
F6-2-2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238.0483 万元竟得。
F7-2-1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579.5847 万元竟得。
F7-2-2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098.0085 万元竟得。
F7-2-3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623.6046 万元竟得。
E10 地块：由新疆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 9571.912 万元竟得。
F9-2-1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672.1963 万元竟得。
F9-2-2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747.7986 万元竟得。
F10-2-1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 4572.3242 万元竟得。
F10-2-2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 3405.1461 万元竟得。

E15-1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2801.2814 万元竟得。
E15-2-1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 3248.6117 万元竟得。
E15-2-2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 4383.4018 万元竟得。
F8-2-5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3805.9036 万元竟得。
F8-2-6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4845.5418 万元竟得。
F8-2-7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4034.5606 万元竟得。
E22-2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4321.0693 万元竟得。
E22-3 地块：由新疆荣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 4059.6093 万元竟得。
老龙河示范区宗地一地块：由新疆佳
弘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 500.5571 万元竞
得。
老龙河示范区宗地二地块：由新疆佳
弘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 591.9647 万元竞
得。
现代精深加工区宗地一地块：由昌吉
市鑫万控配电设备有限公司以 368.4443 万
元竞得。
现代精深加工区宗地二地块：由新疆
宝越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207.2621 万
元竞得。
昌吉州国土资源局园区分局
2018 年 6 月 13 日

昌吉州国土资源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高新告字[2018]08 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标拍卖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定，经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建设用地面 规划批准
积（平方米）
用途

位于昌吉高新区，东至用地界线，南
2018-026 至用地界线，西至用地界线，北至腾 25860.69
飞大道
（二）竞买人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本次挂牌竞买。
（三）挂牌出让时间、
期限及地点
1、报价时间：2018 年 6 月 13 日上午 10：
00-2018 年 7 月 10 日下午 19:30；
2、挂牌竞价期限：2018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00-2018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9:30；
3、挂牌及报价地点：昌吉州国土资源局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大厦八楼

工业用地

容积率
大于 0.7

建筑系数
≤45%

会议室土地交易市场。
（四）支付成交价款的方式
挂牌成交后，确定的买受人需在成交后 1
年内向出让人以现金（或支票）形式分期支付
成交价款，前期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可冲抵成
交价款。
（五）所需竞买资料的领取
有意参加本次挂牌活动的单位（个人），
如需挂牌宗地的相关资料，请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在昌吉州国土资源

会 批 准 ，我 局 决 定 公 开 挂 牌 出 让 编 号 为
2018-026 号等一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年）

＞10% 且 ＜
50
20%

竞买保证金 起始价
（万元）
（万元）
187

372.3939

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人才
大厦八楼会议室）领取。
（六）参加竞买的方法、
申请时间
参加竞买的单位（个人）请在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期间，向昌吉州
国土资源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分局提出竞买申请，填写申请书，由昌吉州
国土资源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分局对竞买人进行资格审查、登记，符合条
件的竞买人在交纳竞买保证金后，方有资格

用权，现将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增价幅度
（万元/次）
10

备 注
其他有关规划建设等方案的
要求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
知书》中内容

参加竞买。
（七）昌吉州国土资源局昌吉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对本挂牌公告有解释权。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王耀华 李晓梅
联系电话：
0994—2515336
昌吉州国土资源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局
2018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