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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克州把脱贫攻坚与主题教育有机结合，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聚焦深度贫困
县（市）和贫困群体，着力查找和解决确保打赢脱贫攻
坚战面临的突出问题,做到学在前、查在前、改在前，扎
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素有“万山之州”的克州，贫困人口多、覆盖面广
属于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克州不回避问题，直
面检视问题，面对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住房安全等短
板，着力解决 1659人贫困人口饮水安全、4174户住
房安全问题，集中力量解决剩余 5.45万深度贫困人
口脱贫问题，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现行
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如何补齐短板，解决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
的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难题？克州对照“两不愁三
保障”标准，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边查
边改，逐项、逐户、逐人对账销号，全面解决农村住房
安全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户、不
少一人”。

结合各县（市）实际，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配套”的原则，制定出台优
惠政策，组织实施“沿边整村推进、乡镇统一规划、进
城集中定居”行动。对无自筹资金能力的特殊困难
户，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实行“交钥匙”工程，帮助贫
困群众走出深山，解决偏远山区农牧民住房安全和
饮水安全问题，让他们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饮用干
净卫生的自来水。

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艾杰克村共有 134户贫困
户，已脱贫 95户，39户未脱贫。牧民大部分居住在
海拔2500米的深山里。

牧民艾尔克西·拜尔地回忆，以前一家 5口人住
在土坯房里，生活十分艰苦。喝水要从十几公里外
的涝坝挑回来，来回几个小时，山路颠簸，回来就剩
了半桶水。

2017 年 10 月，艾尔克西·拜尔地成为第一批搬
迁到昆仑佳苑的牧民，说起当时搬进新家的感受，他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以前，一家老小挤在土坯房
里，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人畜混居，煮饭烧菜全
是烟；现在，住进楼房，有了现代厨房，喝着干净的自
来水。”艾尔克西·拜尔地说。

艾尔克西·拜尔地是受益于克州易地搬迁众多
农牧民中的一员。今年，克州加快推进阿克陶县407
户 1849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确保 9月底前全面完
成搬迁入住。

为确保农牧民住房安全，克州各县（市）坚持“集
中力量惠民生、千方百计保安居”的原则，根据自身
财力状况，给予户均 1.2万元以上的配套补助，尽可
能地降低群众的资金投入压力，从源头上防止举债
建房、因房返贫现象的发生。对于无自筹资金能力
的特殊困难户，采取国家补助、干部帮扶与财政兜底
相结合的方式。

在饮水安全方面，克州突出重点，主攻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克州两个深度
贫困县（市）2018—2020年农村饮水安全实施方案》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查缺补
漏实施计划》，逐级细化分解目标任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推进，一个项目一个
项目促落实。2019年，阿图什市、阿克陶县计划投资 2.75亿元，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32个，11个深度贫困乡镇，64个深度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受益，确保农村饮
水安全；精准到户，饮水安全“不漏一人、不落一户、不少一人”，并对全州建档立
卡贫困户饮水安全状况逐一排查，逐村逐户进行整改，确保今年年底前解决，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

扶贫先扶志。克州强化思想扶贫，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引导贫困
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增强自我脱贫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思想发动、宣传教育
与沟通感情、技能培训结合起来，通过就地培训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增强
农牧民的脱贫主动性，拓宽他们的就业增收路，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勤劳致
富、脱贫光荣”的观念，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全州党员干部与建档立
卡贫困户实现“一对一”结对帮困全覆盖。充分发挥村“第一书记”作用，结合“访
惠聚”驻村工作、干部住户、“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统筹各支力量，实施党建+
网格抓稳定促脱贫，凝聚脱贫攻坚合力。

主题教育中，克州紧盯目标任务，推进产业发展、易地搬迁、社会保障兜底、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聚焦深度贫困县（市）和贫困群体，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六个精准”、推进“七个一批”、推动“三个加大力度”，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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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图什10月15日讯 记者祖丽皮亚报道：10日，州人大常委会党
组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第二次研讨。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军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自治区第十一巡回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刘军海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陈全国书记在会见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及其亲属和
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在研讨时，班子成员围绕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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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从党
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等方面，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三个摆进去”，纷纷交流学习体会，认真检视问题，
深刻反思根源，提出具体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

刘军海强调，要持之以恒把学习贯穿工作始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干事创业、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多向思考，真正实现从零散到系统、从
局部到全面、从粗浅到深奥的转变，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要坚持不懈把整改落实贯穿始终，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更好
地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不移把初心使命贯穿
始终，提高整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用知重负重、
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断为克州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帕尔哈提·吐尔地，副主任莫合塔尔·艾依提、侯
全义、哈力旦·吐尔逊参加学习研讨。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及研讨

本报阿图什 10 月 15 日讯 记者沙
热古丽报道：10上午，州政协党组班子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中学习及第三次研讨。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古丽夏提·
西尔艾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治区第十一
巡回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政协党组班子集体原文传达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在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颁授仪
式上的讲话。

交流研讨中，班子成员围绕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及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理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为、党性修
养、廉洁自律等方面，紧密结合自身思
想、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不足、谈体会，
并提出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

古丽夏提·西尔艾力指出，班子成
员认真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深刻
含义，深入检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达到了在学思践悟中守初心、在
交流研讨中明确使命的目的，研讨取
得了积极成效。

古丽夏提·西尔艾力强调，在下一
步工作中，要加强理论学习，真正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的精神实质，真正
掌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于新疆工作的决策部署，统一到自治
区党委系列反恐维稳“组合拳”，统一
到州党委各项维稳措施上，为实现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献计出力。要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把检视问题与整改问
题贯穿主题教育始终，真正把自己摆
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查找问题不要遮遮掩
掩、浮在表面，整改问题不要避实就
虚、装模作样，真正以严的作风、实的
态度抓好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推动
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州政协党组班子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及研讨

本报阿图什10月15日讯 记者贾元洪报道：13日，江苏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
长谢志成带领调研组一行来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考察调研产业援疆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州委副书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关永
健说，自2010年江苏省对口援助克州以来，先后选派三批援疆干部来州工作，投入资
金14.87亿元，实施187个项目，在教育、卫生、产业、扶贫、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实现克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从2017年以来，在江苏省
委、省政府领导下，在江苏省工信厅的大力支持下，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
在产业援疆、产业扶贫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突出成绩，得
到了克州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使各族群众得到了实惠，为克
州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希望江苏省工信厅一如既往地支持克州，
不断深化江苏省工信厅与克州的交流合作，多实施一些助力克州稳定脱贫、产业发
展的项目，多选派一些优秀干部到克州任职，为克州传经送宝。

谢志成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政策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加大
对克州的产业援助力度。加强研究，前后方共同努力，了解受援地克州的产业发
展需求，充分利用江苏和新疆的优势，精准对接，实现双嬴。持续深化江苏与克
州产业合作，坚持产业合作与两地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
主导推动作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为江苏省企业到克州发展创造更为便利的条
件和更加宽松的环境。进一步强化优质服务，对已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跟踪推
进，及时协调解决难题，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尽快开工，尽快达产，全心全意帮助
江苏企业在克州落户生根、做大做强，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张强介绍了克州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副州长、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姜东参加座谈会。

江苏省工信厅调研组来州

10月的乌恰县，秋意渐浓。提起
“冬古拉玛大妈”布茹玛汗·毛勒朵，克
州各族干部群众总是赞不绝口，她是
一名忠诚于党、爱国爱疆、善良博爱，
将一生献给祖国守边事业的护边员。

“冬古拉玛”是帕米尔高原吉根
边防派出所管辖的一处山口，山口海
拔 4290米，山顶海拔超过 5000米，全
年狂风夹着刺骨的严寒……就是在这
样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布茹玛汗·毛勒
朵从未缺勤，58年如一日执着地坚守。

坚守信念中国心
代代相传守边防
58 年义务守边生涯，布茹玛汗·

毛勒朵经历过数不清的苦和累，她无
怨无悔。

因长年巡边，爬冰卧雪，布茹玛
汗·毛勒朵大妈的双腿已是伤痕累
累，行走离不开拐杖，无法再继续巡
边。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她的
带动下成为护边员。现在，她的孙子
也接力成为了护边员。看着家里又
有了几个“流动哨所”，布茹玛汗·毛
勒朵放心了。她说：“我把自己的一
生交给了守边，交给了冬古拉玛山口,
交给了党。我的5个孩子都是在边境
线上出生的，将来我不在了，孩子们
还要守下去，子子孙孙都要守下去，
这是我们的使命。”

布茹玛汗·毛勒朵的二儿子麦尔
干·托依齐拜克，12岁就跟随母亲巡山
护边，学会了许多应急的“土”方法，像
母亲一样为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治疗冻
伤、控制高原反应等突发病症。如今，
麦尔干已经有24年的护边经历。

谈起护边工作，麦尔干·托依齐拜
克非常自豪。他说：“从小跟着妈妈巡
山护边，在石头上刻字，已习以为常，
在我心中，护边就是我的义务，是我能
为祖国做的最值得骄傲的事。”

麦尔干·托依齐拜克曾动过放弃
的念头。记忆里，那是一个寒冬，年
幼的麦尔干·托依齐拜克跟着妈妈巡
边，因为天气太冷，手脚冻的无法动
弹，经验丰富的布茹玛汗大妈教儿子
缓解寒冷后，继续巡边。

年幼的麦尔干·托依齐拜克无法
理解母亲这么坚持的意义。布茹玛
汗·毛勒朵耐心地对麦尔干·托依齐
拜克说：“我们的好日子全是党和国
家给的，妈妈都能坚持守边护边，相
信你也可以。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
秀的护边员，就一定要克服困难。”布
茹玛汗·毛勒朵坚定地说：“护边员的
使命是什么？是忠诚！”

听了妈妈的话，回想起妈妈多年
来的坚持，年幼的麦尔干·托依齐拜
克暗自下定决心要继续跟随妈妈巡
边护边。

如今，麦尔干·托依齐拜克已人
到中年，购买了一辆越野车。“现在的
好生活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只要我

们自己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团结一
心，生活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现在，布茹玛汗·毛勒朵家已有 7
名护边员。

在布茹玛汗·毛勒朵的影响下，
吉根乡200多名年轻人加入到了护边
员队伍。萨孜村护边员吾提库尔·莫
兰就是其中一员，去年被选为护边站
的副队长。“我们要以布茹玛汗·毛勒
朵大妈的事迹激励自己，用守护好边
境线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感恩之情。”

布茹玛汗·毛勒朵常说，小时候，
从萨孜村到达乌恰县，先步行，骑马，
搭乘拖拉机，费时费力，现在一个小
时就到了。乡里还建了学校和医院，
牧民住进了安居房，通上了自来水，
安上了电灯，摩托车、小轿车随处可
见。这都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的强大。

守边结对传帮带
言传身教守初心
布茹玛汗·毛勒朵时常给年轻一

辈讲述自己的守边故事，嘱咐他们身
处和平年代也要时刻心怀祖国的边
境。

她说:“虽然我无法再巡边了，但
要继续抓好儿孙们的思想教育。现
在国家为护边员创造了这么好的条
件,吃的、穿的、用的,放牧生产、家庭
经济都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一定要
感恩党。”

托合提买买提·卓木曾是吉根乡

电站的电工。他亲身经历了吉根乡
电力事业的发展，第一次通电令托合
提买买提·卓木很兴奋，对从小点油
灯过惯苦日子的他来说，电力工程是
个伟大的工程、是个伟大的变化。

这些天，从电视上看到布茹玛汗
大妈获奖的直播后，托合提买买提·
卓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从小听着
大妈的故事长大，作为护边员的后
代，我很自豪。大妈的荣誉不仅是新
疆、克州人的荣誉，也是我们所有护
边员的荣誉。我要用行动守护祖国
边疆的安全和安宁。”

克州边境管理支队乌恰大队吉
根边境派出所民警陈孟洋告诉记者：

“布茹玛汗大妈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们，她的爱国情、坚守边防的精神
激励着我们守边固防。”

布茹玛汗·毛勒朵说：“守护好祖
国边境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守好祖国的领
土。”

这就是“人民楷模”布茹玛汗·毛
勒朵的家国情怀。

在克州边境线上，像布茹玛汗·
毛勒朵这样的守边员还有很多，他们
紧随布茹玛汗大妈的足迹，坚守着这
片神圣的土地。

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中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
流动的哨所，每一位牧民都是一个活
着的界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活着
的界碑，才带来了祖国边陲的安宁。

冬古拉玛大妈：用生命传承护边使命
□本报记者 祖丽皮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
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

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文章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

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黄河
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
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
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沙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
显向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同时
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
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洪水风险
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流域生态
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

展质量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表象
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文章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第一，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第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第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抓
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
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