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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效，阿合奇县民政局驻色

帕巴依乡色帕巴依村工

作队与乡党委协商，购买

12 吨优质化肥，免费送到

贫困户手中，并面对面就

如何有效施肥等田间管

理技术进行讲解。

通讯员 席 军 摄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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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恰县黑孜苇乡阿热
布拉克村距离乌恰县城 1
公里，有 346 户 1027 人，其

中贫困户 161 户 528 人，属于深度贫困村，县委办公
室工作队驻村后，结合城中村的地理优势，通过深
入走访群众、反复调研论证，因人因户施策，大力
实施牛羊集中育肥项目、“六小工程”建设，加快劳
务输出，形成人人有事做、家家在脱贫、户户有致
富路的局面，为如期实现脱贫打通了一条好路子。

大力实施牛羊集中育肥项目

大力实施牛羊集中育肥项目，积极引导村民从
逐水草而居的散养方式向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上转变，通过劣畜换优畜、小畜换大
畜，使草原畜牧业向舍饲圈养转变。目前，已有 180
户牧民走出大山，在县城周边集中实施牛羊育肥项
目。

买买提克力木·阿不都拉长期在离家 50 公里的
阿克塔西牧业点放牧，与家人、孩子分居两地，山上
的羊也因走丢等原因，越放越少。工作队了解情况
后，积极与县规划局、畜牧局、国土局等部门沟通联
系，在县城周边新建 88 座羊圈，每座羊圈建设面积
200 平方米，鼓励牧业点上的牧民回家集中圈养牛
羊。同时，在县城南山高层、石河子小区、大巴扎等
人员聚集地定点设立 5 个牛羊肉销售点，解决牛羊
养殖与销售的问题。

现在，买买提克力木·阿不都拉一家逢人便说：
“多亏工作队的帮助，我们不仅一家人团聚了，家里

57 头牛、180 只羊也有了集中养殖的地方。我与村
里的苏热瓦力地·托热开力地签定了销售合同，我只
管把牛羊育肥，按期供货收钱就行，再也不用发愁育
肥的牛羊没处销售了。”

“以前我都是从喀什拉牛羊到县城卖，除去运
费、屠宰费，挣不了多少钱。在工作队的牵线搭桥
下，我与买买提克力木·阿不都拉签定了长期供货合
同，有了固定的供货渠道。他按时将牛羊送到我这
儿，没有运费，一头牛羊纯利润增加了 50 元至 100
元。”苏热瓦力地·托热开力地说。

“六小工程”让村民创劲足

随着乌恰县城的不断扩大，一些住宅小区距离
县城较远，小区居民每天要跑三到四公里吃早餐，工
作队结合城中村的地理优势，从为民办实事经费中
拿出 7500 元，为贫困户玉米提·买买提肉孜购买豆
浆机、电饼铛、电饭锅、保温箱等，免费提供村委会
食堂作为做早餐的场所，并为村里 10 名国家通用语
言水平高、会算账的贫困户妇女提供就业，集中组织
到县团结小区、和谐小区、定居小区、坎久干小区卖
早餐，每天根据销量提成。

以前玉米提·买买提肉孜在饭店打工，每月收入
不到 3000 元，现在自己当起了老板，每天能卖 1000
多份早餐，月收入达到 8000 多元，帮助卖早餐的伙
伴月收入也在 3000 元以上。

在帮助贫困户发展餐饮业的同时，工作队积极
引导和鼓励贫困户发展小商店、小饭馆、小运输、小
种植、小养殖、小摊位“六小工程”，强化与人社部

门、人力资源市场、用工企业单位对接，帮助集中办
理工商登记手续，协调小额贷款资金，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支持，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目前，通过“六小
工程”已有 71 户贫困户开起蔬菜店、小商店、民族刺
绣店等，村民对新生活的奔头越来越足。

富余劳动力输入企业巧增收

“除去做牛羊育肥项目、实施‘六小工程’这部
分人，剩下的贫困村民按一户一人的就业目标，组
织到企业务工，决不允许出现一家两口子守着一
亩三分地、十几只羊，等着国家给补助的现象发
生。”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吴学平在村民大会
上说。

近日，贫困户依力牙斯·苏立旦把家里的 17 只
羊和 5 亩地交给妻子阿尔孜古丽·买买提管理，他本
人在工作队的协调下，到乌恰县驼峰绒毛加工厂当
起了车间工人，月工资 3500 元。

工作队充分结合毗邻乌恰县工业园区、伊尔克什
坦口岸的优势，积极与乌恰县驼峰绒毛加工厂、金旺
旷业、屠宰厂等 10余家企业对接，签定招工用工长期
合同，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同时，组建阿热
布拉克村务工微信群，及时将企业用工信息提供给
村民，积极组织参加应聘工作。目前，已组织村民从
事保安工作 38 人、运输行业 10 人、建筑行业 8 人，从
事装修房屋、安装水电行业 12 人，餐饮服务行业 12
人，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8 人，从事教育行业 4
人，其他行业就业 6人。

因户施策铺就村民增收致富路
□通讯员 杨 艳

4 月的阿克陶，杏花开遍迷人眼，
麦苗青青惹人怜，处处散发着春的气
息。时值民族团结“结亲周”，干部群
众处处欢唱团结高歌。

梧桐中学与阔洪其村村民
一起唱“嗨歌”

为深入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巩固民族团结成果，凝聚民心，阿
克陶县梧桐中学与阔洪其村委会共同
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晚会。

阿布都萨拉木的一首《中国梦》
唱出了村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张荣山的《新农村》唱出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和谐美好，动感十足的现代
舞展示了青年一代的青春活力，趣味
十足的抢凳子游戏和挤气球游戏让
大家欢笑不断，写汉字比赛展示了村
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和
成果，集体舞麦西来甫跳出了团结和
友谊……

“今天太高兴了，这么多人在一起
聚会，活动很多，亲戚排孜尼沙还给我
准备了礼物，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村民托合提吐尔地高兴地说。

“送课”送到田间地头

当前，村民正抢抓农时，在田间地
头奔忙。为扎实深入推进民族团结“结
亲周”活动，县纪委监委发挥党员示范
带动作用，组织党员干部来到巴仁乡阔
洪其村开展以“结亲共议两会惠民好政
策”为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将宣讲课
堂搬到田垄上、麦地里。

利用休息间隙，村民们围坐在一
起听结亲干部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及
安全生产等农牧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宣讲结束后，结亲干部到库尔班·
亚尼塔克家帮助种玉米。“每次遇到困
难，结亲干部都第一时间帮助我们，感
谢党的好政策，感谢结亲干部。我要
努力争取进步，教育好孩子。”库尔
班·亚尼塔克的妻子说。

帮助亲戚“旧”家换“新”貌

“现在，我家成为一个现代化新
家。”则克孜·亚森收到结亲干部徐晓
娟赠送的电器家具后高兴地说。

徐晓娟在入户走访中发现结亲户
则克孜·亚森一家生活上有一些不好
的习惯，影响身体健康，徐晓娟将这些
记在了心里。

前不久，徐晓娟刚组建新家，想到
自己的亲戚，便把家里闲置的家电和
其他物品送给亲戚，既解决了亲戚现
阶段的生活难题，也把另一种生活方
式送进了亲戚家。

冰箱、电视机、热水器……这些物
品一件件搬进则克孜·亚森家中。徐
晓娟仔细给亲戚讲解使用方法，看到
亲戚从刚开始的不熟练到成功启动家
电后的笑脸，她既感慨又欣慰。自从
结成亲戚以来，则克孜·亚森从一开始

盲目认同传统，到现在乐于了解接受
现代文明生活，这样的变化让她坚定
了帮助亲戚进步的决心。

“贫困户因物质条件的贫乏，缺少
开阔眼界的机会，生活单一，思想盲
目，这样狭隘的状态不利于他们的健
康发展。我们要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带
给他们，多贴近亲戚生活，了解他们的
需要，切实为亲戚办实事好事，我们才
能被认可、接纳，才能实现交融交汇。”
徐晓娟说。

“结亲周”话亲情 件件小事汇聚大情义
□通讯员 袁 颖 文/图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做人要善良、团结、友爱。
2003 年，我到新疆入伍，沐浴党的关怀，部队 5 年的磨砺让团结协作、
团结友爱扎根于心。2010年，参加工作后，我深深爱上了库兰萨日克
乡这片热土，热爱这里纯洁朴实的风土人情，热爱这里的柯尔克孜族
同袍，他们善良、淳朴、友好，热爱并珍视民族团结。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感受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自治区党
委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连续打出一
整套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系列反恐维稳“组合拳”，狠狠打击了敌人
的嚣张气焰，挤压了“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同时，大力实施“九大
惠民工程”“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两个全覆盖”等一系列为民、
惠民、利民的决策部署，开创了新疆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党员干部，没有党的关怀，组织的培
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常怀感恩之心，拥护党的领导，永远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打头阵，在引领群众上
做标兵，发自内心地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
务、政治责任。

带头落实好各项维稳措施，带头批驳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决不
做“两面人”“老好人”，决不阳奉阴违，敢于挺身而出，冲在维护社会
稳定第一线，发挥好带头表率作用，争当反分裂斗争的排头兵，做好

“宣传员”“调解员”，带领各族群众与一切暴力恐怖犯罪行径斗争到
底，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提高思想认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忠诚，切实
把思想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上来，真正做
到在落实总目标上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觉，立场坚定、政治敏
锐，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坚持把反恐维稳作为
压倒一切的硬任务，树牢常态化维稳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松懈、盲目
乐观思想，严密防范、枕戈待旦，绝不给“三股势力”任何可乘之机。

坚决落实各项维稳措施，牢固树立维护稳定工作没有局外地区、
没有局外单位、没有局外人的思想，坚定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党委系列
反恐维稳“组合拳”，表里如一、步调一致，强化严打高压态势，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把转变工作作风作为落实总目标的一个
关键环节和重要因素，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实开展好“学转促”专项
活动，带头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全面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在转变工作作风、整治破除“四风”“四气”、解决
作风不实问题上下功夫，推动作风建设往深里抓、往实里做。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我将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
贯彻落实好中央、自治区和州党委决策部署，聚焦总目标、盯住总目
标、落实总目标，不折不扣、不搞变通，以实际行动夺取反恐维稳斗争
的全面胜利。我坚信，一切分裂活动、一切暴恐分子终将被砸的粉
碎，民族团结之花将常开于新疆大地。

旗帜鲜明维护社会稳定
身体力行践行民族团结

□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副乡长 任永存

阿克陶 4 月 17 日讯 为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庭院整治改造
工作，州人大机关驻阿克陶县阿克陶镇其克尔铁热克村工作队协同
村党总支部、村委会及各支力量，全力以赴扎实推进庭院整治改造
工作。

成立组织机构，确保组织有力。成立由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任组长，村党总支部书记任副组长，村“两委”班子和工作队队
员为成员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组织推动。从村监督
委员会成员、工作队队员、村民代表中抽调人员组成监督组，加强对
方案、预算和工程质量的监督。

任务包抓到人，确保责任明确。以工作队队员为骨干，集中各
支力量，将今年庭院整治改造任务包抓到人、责任到人，做到每一户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盯有人管。

按要求全力推进，确保工期和质量。充分利用周一升国旗和农
民夜校，大力宣传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庭院整治改造的重大意
义，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包抓干部入户详细动员讲解，与农民一起因
户制宜设计方案、做预算，建立一户一档。动员农民按标准自主干、
互助干，每天上门服务、督查施工情况。积极与砖厂、水泥厂协调，
为村民解决砖和水泥紧缺难题。对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包抓干部扑
下身子与农户一起干，齐心协力将工程往前推。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推进会，总结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目前，已召开六次推进会，43 户已开工 36 户，开工率
83.72%。 （州人大机关驻村工作队供稿）

州人大机关驻村工作队

扎实推进庭院整治改造工作

为强化感恩教育，巩固各族群众感恩意识，阿合奇县总工会、团
委、妇联驻良种繁育场阿依尼克喀克尔村工作队开展以“恩在何处 恩
从何来 恩报何方”为主题的感恩教育活动，通过设立感恩讲台谈感
受、修建感恩墙比前后看变化，让村民清楚知道自己享受了哪些惠民
政策，享受情况如何，使党的恩情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中。

通讯员 王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