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封“求援信”见证兵地情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李羚蔚 通讯员 祖力皮哈尔·阿不
都外力 袁瑞瑞）近日，新疆九鼎农
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里，一辆辆挂着
博州物资保障车的货运大卡车，满
载物资向着博乐市驶去，在博州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新疆九鼎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再次担起了保供应重要任务，全力
以赴保障博州各族群众生活物资供
应和物价平稳。

近期，十二师收到了两封来自

博乐市的求援信，十二师疫情防控
指挥部迅速安排部署，指派九鼎集
团奔赴博乐，展开爱心援助。

8月 16日，十二师疫情防控指
挥部接到一封特殊的“求援信”，博
乐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函求助，恳
请通过九鼎集团调运生活物资援助
博乐市的疫情防控和市民生活。

接到“求援信”后，十二师党委
高度重视并作出部署安排，九鼎集
团立刻召开会议研究保供措施。

为确保博州市各族群众生活物

资充足，平价供应，九鼎集团决定在
九鼎市场恢复专区式经营模式，成
立“博州保供专区”，采取闭环式管
理，做到采购方与供货方不见面、零
接触，同时安排 2名装车工、1名码
菜工、2 名治安员为博州保供专区
物资运输车辆提供服务，每日为博
州运输各类物资 200吨。

“在解决保供应问题后不久，我
们又一次收到了博乐市的‘求援
信’。”新疆九鼎农产品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王天凯说，“博
乐市小营盘镇哈热根特托哈村 45
户养殖户养殖蛋鸡 55万羽，每日产
蛋量高达 15吨，但近期该村鸡蛋大
量滞销，镇内鸡蛋库存已达 60 吨，
因此恳请我们帮助解决鸡蛋滞销

问题。”
8月27日，新疆九鼎农产品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市场鸡蛋经营大
户召开会议，在公司协调下，8家经营
户达成一致，决定分销库存鸡蛋 20
吨，剩余40吨鸡蛋，由小营盘镇与商
户直接联系产销事宜。目前，原本滞
销的鸡蛋，在兵地双方携手努力下，
已经基本销售完毕。

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特殊时
期，九鼎集团恪守初心，秉承“一言
九鼎、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开拓创
新”的企业精神 ，在十二师党委坚
强领导下，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和

“市场保供”两个攻坚战，展现了兵
团国企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

空港3路

首 末 站：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至新疆游客集散中心
途经道路：乌昌快速路、奋进路、兴业街、长兴路、锦绣街、迎

宾大道、振华街、初心路、思源街、锦绣街
途经站点：兵团一中→怡丰园B区→天缘嘉兴→林曦九英里→

市民中心→十二师党委党校→新疆游客集散中心
线路长度：32公里
发车间隔：60分钟
运营时间：每日10:00至航班结束
票 价：20元（全程一票制）

（预计9月底开通）

D013路

首 末 站：五一农场客运站至机械厂
途经道路：崇五路、乌昌北辅道、乌昌快速、乌昌互通立交桥、

乌奎高速、北京北路
途经站点：五一农场客运站→兵团看守所→机械厂
线路长度：22公里
发车间隔：5分钟-10分钟
运营时间：8:00-22:00
票 价：6元

（预计10月底开通）

D014路

首 末 站：五一农场客运站至乌鲁木齐站北广场
途经道路：崇五路、乌昌北辅道、乌昌快速、机场高速、木材厂

立交桥、外环路、外环路辅路、荣盛三街、高铁南二
路、荣盛四街

途经站点：五一农场客运站→友好时尚购物城→乌鲁木齐站
北广场

线路长度：24公里
发车间隔：5分钟-10分钟
运营时间：8:00-22:00
票 价：6元

（预计10月底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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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建筑物、构
筑物进行重建、扩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第五十四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的，罚款额为违法所得的 10%以上 50%以下。

第五十五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
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破坏黑土地等优质耕地的，从
重处罚。

第五十六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的，罚款额为土地复垦费的 2倍以上 5倍以下。

违反本条例规定，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或者未恢
复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代为完成复垦或者恢复种植条件。

第五十七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 1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
事土地开发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八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的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
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九十日内交由本
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第五十九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
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0元以上500元以下。 （未完待续）

第六十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
罚款额为违法所得的 10%以上 30%以下。

第六十一条 阻碍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

第六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
土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
地权益的，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责任单位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四条 贪污、侵占、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地补偿安置费
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责令改正，追回有关款项，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对有关责任单位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李羚蔚 常驻记者 高迪）9月 4日，记
者从一○四团了解到，今年以来，一
○四团招商引资项目形成实物量投
资 24.9亿元，同比增长 28.01%。

“今年以来，我团累计赴外招商
5次，拜访企业 60余家，接待来访企
业 100余家。”一○四团经济发展办
公室工作人员张立春介绍，一○四
团招商引资小分队协调各方资源，
主办、协办、参加各类招商引资项目
现场会或云招商推介会（对接会）6
次；与地方政府招商部门和驻疆商
会（协会）10 余家单位常年保持招
商信息互动联络；召开招商项目专
题对接推进会 90余场次，大力开展
招商引资工作。

今年以来，一○四团党委紧紧
围绕“南公园、北城镇”规划布局和

“南文旅、北商圈”的产业定位，紧扣
一○四团“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四
个第一”为目标，培育“四大中心”、
建设“四大商圈”、发展“四大产业”，
谋划包装招商引资项目 80个，总投
资额约 1060亿元，为团场当前及今
后一段时期的招商引资奠定基础。

“结合区位优势，抓好产业布
局。我们将按照辖区发展规划，构
建一○四团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培
育符合团场区域特点优势的高质量
发展产业集群。”一○四团党委常
委、副政委杨会峰说，“一○四团将
通过建设‘四大商圈’，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辖区企业加速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努力
把一○四团打造成生态宜居、聚商
聚游、产城相融的新时代‘首善
之团’。”

一一○○四团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四团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
今年以来形成实物量投资今年以来形成实物量投资2424..99亿元亿元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王
玮 实习生 隋翔）8月 30日，北京融健
惠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项目前期负责人王钰洁在十二师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师住建
局”）行政审批窗口顺利拿到了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从提交材料到申领
成功，仅用了 3天时间。

“以前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审批，要综合提交建设、勘察、设计、
监理以及工程质量 5家机构的资料文
件。现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程序简单了很多，这为我们企业节
省了很多时间。”王钰洁说。

今年下半年，师住建局行政审批
窗口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改进服务，

持续立足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
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统一监管
方式，瞄准制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
痛点堵点，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
秉持“删繁就简”的原则，对《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审批》《建筑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审批》等高频事项材料清单进行
合法、合规、合理化“精简再瘦身”，由
20项申报材料缩减到6项材料。

记者了解到，在窗口审批事项精
简后，师住建局科室之间加强协同配
合、信息互享、相互衔接，形成监管范

围全覆盖，确保监管责任无盲区，切
实把建设工程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
管制度落到实处。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
问题，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
办事难等问题；坚持高效便民，以社
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事项为重点，优
化办事流程，完善便民服务措施，进
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十二师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明
波说。

聚焦企业和群众“堵点”“痛点”问题

十二师住建局审批窗口用心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冯晓玲 实习生 隋翔 王雨萱 通讯员
李露）随着兵团五一新区迎来大开发、大建设和新疆游客集散中心投入运
营，来疆游客不断汇聚。近日，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积极联合乌鲁木齐市交
通运输局、乌鲁木齐市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和天缘旅游公司，开设空港 3
路、D013路、D014路 3条大站快线，方便沿线兵地群众出行，改善群众出
行效率和舒适性，促进兵地交往交流交融。

“经济要发展，交通需先行。这 3条客运线路的开通，是‘公交畅达工
程’的一部分，也是十二师党委‘十大民生实事’之一，3条外部线路，加上
前期的 7条内部线路，共计 10条公交线路将助力十二师构建‘铁公机’综
合立体交通体系，促进兵团五一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二师交通运输
局党组成员、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亚席说。

今年以来，十二师累计投入3000万元用于公交首末站、港湾式候车厅
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000万元购置25辆公交车等，覆盖全师5个团场。

十二师将开设3条大站快线

位于一○四团苜蓿沟路的招商引资仓储物流园区正在加紧施
工建设。 本报常驻记者 高迪 摄

投资6.12亿元的新疆汇嘉农副产品（食品）产业园建设项目常温
配送中心已经建成。 本报常驻记者 高迪 摄

形成实物量投资24.9亿元，同比增长28.01%

谋划包装招商引资项目80个，总投资额约1060亿元

今年以来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
者 李羚蔚 常驻记者 高迪）9 月 2
日，记者来到一○四团蜜蜂农庄都
市休闲采摘园，看到采摘园内的
200亩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不时有
游人提着小筐走进菜地挑选采摘，
体验田园慢生活。

今年以来，一○四团党委不断
加大文旅助农力度，今年年初通过
招商引入蜜蜂农庄都市休闲采摘
园项目。“蜜蜂农庄都市休闲采摘
园，是我公司投资 3000万元打造的
重点项目。”新疆乐福里养乐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利军介绍，“下一
步，公司还将在基础设施、产品质量
等方面进行改善提升，将其建设成
集采摘、旅游、康养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现代都市休闲聚集地。”

该采摘园今年 7月开园，一开
园便吸引了周边大量游客前来采
摘游玩，周末日均游客量达 3000
人次。

一○四团新增一处采摘“打卡地”

游客在采摘园内采摘游玩。 本报常驻记者 高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