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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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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10月 17日讯 17日，全国
兴边富民行动暨全国民委系统对口支
援新疆西藏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
开。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全国，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巴特
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雪克来提·扎克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肖开提·依明，自治区政协主席努
尔兰·阿不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兵团政委孙金龙，自治区党委常
委、代理秘书长沙尔合提·阿汗出席会
议。国家民委专职委员孙学玉主持会
议并作总结讲话。

陈全国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
政府、兵团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国家民
委等中央和国家部委、向兄弟省区市民
委长期以来对新疆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陈全国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家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对

口援疆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创造性
地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总体部署，持续实
施兴边富民行动，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以
此次会议召开为契机、为动力，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
加扎实有效地做好新时代新疆的民族工
作。一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
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扎实
做好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二是坚持加
强党的领导。自治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
要把民族工作放在事关全局突出位置来
抓，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
部署、常抓不懈。三要巩固发展民族团
结。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
团结联谊活动，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
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
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

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四是扎实推进兴
边富民。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
点，把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与维护稳定、脱
贫攻坚结合起来，使兴边富民项目资金
更好惠及各族群众。五是着力抓好队伍
建设。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
束并重，着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
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民族工作干部队
伍。六是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加大宣传
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
浓厚氛围。

巴特尔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
动和对口支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
治理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谋发展促发展，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
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认同
感、归属感。巴特尔要求，民委系统要
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特点和优势，抓实
做优对口援疆援藏工作这项重要政治
任务，把援疆援藏打造成促进民族团
结的民心工程、各方深度合作的长久
工程、资源合理配置的高效工程、既尽
善又尽美的圆满工程。要加强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
责任，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搭建好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平台载体，善于唱好“群
英会”、打好“合力牌”，共同落实好兴
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不断引领
兴边富民行动和民委援疆援藏工作开
创新局面，为建设幸福美丽繁荣和谐
新边疆、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会上，新疆、西藏、兵团、黑龙江、上
海民委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作交流发言。

边境 9省区及兵团、21个支援省市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全国兴边富民行动暨全国民委系统对口
支援新疆西藏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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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图什 10月 18日讯 记者刘媛报道：17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表
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 2018 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获奖名单，共有 139个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获奖。克州两人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奖。

来自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阿合奇村的帕夏古丽·克热木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她从 2006 年开始，连续 13 年外出务工，并组织带领
克州籍人员一起务工，多次被评为劳务输出先进个人，在当地形成了良
好就业氛围；来自阿合奇县苏木塔什乡的对先·巧开西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奖奉献奖，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和致富能手，多次帮助贫困
村民，并成立养殖合作社，带领大家一同致富。

记者从州扶贫办了解到，从 2018 年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贡
献奖、奉献奖、创新奖每个奖项每年表彰 25 个先进个人，并增设组织创
新奖表彰 40个先进单位。其中，奋进奖从脱贫主体中产生，表彰光荣脱
贫和带领群众脱贫的先进典型；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表彰各
类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扶贫先进典型。

今年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连续第三年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奖
评选表彰工作。评选工作于 7 月 21 日启动，经过了报名推荐、资格审
核、初次评审、实地考察、征求部门意见、复评审查、报批审定等程序步
骤。从 10月 19日开始到 10月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组织脱贫
攻坚先进事迹作巡回报告，组成 4个报告团分赴中西部 21个省区市，广
泛宣传脱贫攻坚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召开

克州两人分获奋进奖和奉献奖

本报阿图什 10 月 18 日讯 记者刘
媛报道：冬季将至，供暖又成为广大
市民关注的热点。记者了解到，为确
保市民温暖过冬，克州相关部门、企
业已抢前抓早，做好供暖前的各项准
备工作。

今年 3 月供暖期一结束，供热公
司就着手筹划今冬的供暖工作，全面
做好供暖设备的维修调试及保养工

作，室内供暖锅炉和辅机设备以及室
外管网的检修，重点排查检测维修故
障频发部位，确保供暖设备的安全稳
定运行。

据悉，9 月 20 日，阿图什市国泰热
力有限公司已开始对采暖系统管网
进行注水，由专人对管线进行巡检，
对用户室外损坏漏水阀门进行更换、
维修，确保用户冬季正常供暖。供热

公司已提前在住户单元门口张贴注
水通知，提醒住户在注水期间注意检
查自家室内暖气阀门，做到家中留人
值守，以防发生暖气漏水意外。注水
期间，车间维修工人实行 24 小时轮班
制，随时处理因注水引起的室内外管
道漏水情况，为用户提供上门维修服
务。

据国泰热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预计在 10 月 25 日将对设备进行试
炉，做好供暖前的准备。目前，公司全
体工作人员已全部到位，以更优质的
服务投入工作，确保今冬供暖顺利进
行。

据了解，今年，阿图什市预计将新
增供热面积 30 万平方米，供热总面积
达到 350 万平方米，涉及全市 4.5 万余
户居民。

做好供暖准备 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本报阿图什 10 月 18 日讯 实
习记者闫梦源 袁苗苗摄影报道：
17 日，新疆克孜河流域卡拉贝利鱼
类增殖放流站举行首次人工繁育
鱼苗增殖放流活动，10 万尾鱼苗被
投放进克孜河中。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放流塔里
木裂腹鱼 5.2 万尾、厚唇裂腹鱼 3.5
万尾、宽口裂腹鱼 1.3 万尾。在工
作人员的精心准备下，鱼苗分别投
放在克孜河大桥河滩、卡拉贝利坝
下左岸、塔日勒嘎库区等地的河流
中，有利于补充和恢复克孜河流域
鱼类资源，保护水生生态环境及水
生生物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强库区
沿岸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

据悉，卡拉贝利鱼类增殖放流
站是整个克孜河流域的唯独一个
鱼类增殖放流站。根据环评报告
要求，卡拉贝利鱼类增殖放流站应
对斑重唇鱼、塔里木裂腹鱼、宽口
裂腹鱼、厚唇裂腹鱼、重唇裂腹鱼
等五种土著鱼类进行繁殖保护，设
计每年放流五种鱼类共计 30 万尾。

参与放流活动的公司负责人
程文生说：“这个增殖放流是在水
类开发过程当中对鱼类资源的一
种保护措施，主要目的是保证鱼类
资源的生活环境多样性和整个水

产业资源的多样性。在增殖放流
后期，我们会对鱼类资源进行跟踪
监测，比如定期回捕，然后再根据
放流、回捕的数量进行统计。确保
育苗放下去、长起来。同时，也要
避免人工捕捞，做好人为的防护措
施，最终达到增殖放流的一个最佳
效果。”

据了解，本次放流活动由克孜
河流域水电开发两家业主单位新
疆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
理局和克州新隆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并邀请了流域管理机
构、当地政府、环保、水利、渔政、公
证等部门及农牧民一起参与。增
殖放流不仅改善了生物的种群结
构、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也能起到
了对这些濒危物种的保护作用，而
且可以改善水质和水域的生态环
境，起到碳汇的作用。

“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按照
环保的要求，于 2017 年 9 月完成鱼
类增殖站的建设。经过三年的努
力，今天进行增殖放流，其意义在
于对生态的修复，对改造、优化环
境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也是落实国
家的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具体举措。”卡拉贝利建管局党委
副书记、局长王廷勇说。

10 万尾人工繁育鱼苗放流克孜河

克州积极落实教育惠民政策，创新扶贫机制，优化扶贫资源，切实发挥
“教育扶贫”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保障义务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加快职
业教育发展等途径，基本实现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
目标，保障了深度贫困地区各族学生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阿图什市硝鲁克中学是一所全封闭式寄宿制学校，是阿图什市强力推
进教育扶贫工程，学生主要来自哈拉峻乡、吐古买提乡、格达良乡等偏远抵
边农牧区。为了让他们安心学习，学校积极落实国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
政策，即“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学生吃住都是免费的，并
补助取暖费、农村学生营养餐费，还为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通过这些教
育扶贫政策，让来这里上学的孩子们无后顾之忧。

来自阿图什市哈拉峻乡欧吐拉哈拉峻村的初二学生古丽娜·居马巴
依，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放牧，收入不高，如今在国家的好政策的帮扶
下，不用掏一分钱就能在学校读书，而且每个月都有生活补助，像家一样温
暖的学校生活让古丽娜·居马巴依很幸福。

阿图什市硝鲁克中学党支部书记吴伟介绍，每名学生每年都能享受到
3600元的“两免一补”资金，包括了学杂费 1000元、书本费 180元、取暖费
120元，还有就是800元营养餐和1500元的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阿图什市硝鲁克中学在积极落实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同时，结合本校
实际，通过师生结对、“三进两联一交友”等活动，对家庭困难学生进行日常
生活用品等方面的经济帮助，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教育扶贫好政策不仅让学生在学习上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也减轻了困
难学生的家庭的负担，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更加激发了他们
对祖国的热爱，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州职业技术学校借助援疆省市资源，采取“校包系、院包系”帮扶方式，
补齐师资紧缺“短板”，推动学校多样化特色发展，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助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一大批家贫困家庭的孩子步入了职业技术学校。

家在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的阿丽亚·阿不力米提，目前是州职业技
术学校学前教育艺术系的一名学生。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她选择了去职校
读书，想早日完成学业就业为家里减轻负担，是国家“两免一补”的好政策
让她上学无后顾之忧。

州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兜底作用，保障贫困县（市）“两后
生”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带动家庭脱贫。州职业
技术学校校长丁莉东对记者说：“学校着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由校
企共同合作、共同建设、共同培养，实现产业链与教育链有机融合，把学校
搬进园区、把课堂设在厂区，零距离为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精准对接。”

据了解，在教育扶贫方面，克州足额保障教育经费，全面落实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建立了从学前至本科阶段经济困难学生自助体系，家庭
经济困难助学金拨付到位。截至今年 7月，落实学前教育幼儿资助金额
7616.616万元，惠及义务教育段学生92820名；落实高中阶段“三免一补”资
金 2442.947万元；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专项资金 1114.9876万
元，71174名学生受益。

让教育惠民政策阳光
普照每一个孩子

本报记者 翟汝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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