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 贫 攻 坚·我 们 在 行 动

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
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州妇联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立足基层、服务妇女，以
扎实的工作，不断增进广大妇女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广大妇女在脱贫
致富、创业就业、民生改善、素质提升等
方面有了更多获得感，为新时代新征程
贡献“半边天”的智慧和力量。

“靓发屋”引领乡村新潮流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阿图什市阿

扎克乡麦依村举行颁奖活动，评选了
“好婆婆”“好媳妇”“阳光少年”“文明
女性”“持家主妇”秀发丽人等麦依村
村级“新风形象”。

祖木来提·帕依兹拉站在领奖台
上，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她获得了

“秀发丽人”的荣誉。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州、市妇联的的支持下，她的靓
发屋顺利开业了。这不仅成了她生活
中的喜事，也成了村里靓丽的一道风
景。“现在我的靓发屋每天都有 4 至 5
位顾客，收入少则 50 元，多则达到 300
元，这是一份让我挺起腰杆自信起来
的事业！”

靓发屋吸引了爱美的妇女们，成
了妇女们口中的热门话题，变成了大
家学习美容美发知识和追求“美”的窗
口。“姐妹们爱来这里把自己打扮得时
尚漂亮，自己漂亮了，生活才会变得美
丽、有希望。”祖木来提·帕依兹说。

为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家庭中
的作用，州妇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好
媳妇”“好婆婆”“好母亲”“最美家庭”
等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自立自强、科学教育的理念，树
立家庭文明新风尚。启发妇女在精准

脱贫中积极作为，树立良好的家风、家
教，进一步提升广大女性的内涵和素
养，让贫困家庭增强脱贫致富信心。

“半边天”越来越有奔头
有梦想、敢追梦、能圆梦，全州妇

联组织助力新时代女性在更加广阔的
天地，书写精彩人生。

在阿克陶县乐陶苑小区，记者见
到了阿克陶县爱力亚尔手工刺绣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努力曼古·买买提，她正
忙着给客人展示新款服装。“从小自己
就喜欢各式各样的衣服，以前经常跟
着妈妈学习缝纫手艺，后来为了学习
更时尚潮流的样式，就报名参加了裁
缝 培 训 学 习 ，这 一 学 就 是 两 年 多 时
间。”努力曼古·买买提说。

学成归来后，在党的惠民政策帮
助下，从一家小作坊一步步发展到年
收入 10万元左右的合作社。“党和政府
给我们新建了厂房和店铺，作为小微
企业，我们享受了很多惠民政策，感谢
党和政府。”努力曼古·买买提说。

现在，努力曼古·买买提成了一家
大型合作社的负责人，拥有自己的商
铺、办公室和生产车间，不仅带动周边
妇女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还鼓励员工
学好手艺开店创业。

州党委、政府鼓励广大乡村女性
走出家门，对有创业意愿的女性进行
扶持，开办美容美发、服装店，免费提
供店面，免费培训技能，带动更多女性
创业就业，建设美丽乡村，创建乡风文
明，带动村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

走出家门幸福多多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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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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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帕夏古丽的影响和带动下，膘
尔托阔依乡数百名女性放下羊鞭、走
出大山，前往内地务工，用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改变着各自的贫困现状。

帕夏古丽说：“我能有今天的改
变，就是因为 12 年前的我踏出了外出
务工这一步。这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
世界，通过学习掌握了新的技能，这技
能让我有了不错的收入，从而有了更

多的机会。”帕夏古丽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

走向更幸福的生活。她们不仅有稳定
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家庭状况，追求现
代文明生活的信心和劲头也明显增强。

在今年的克州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将深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引
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口密集和交通
便 利 的 深 度 贫 困 乡 村 创 办“ 卫 星 工
厂”，为重点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这意味着，会有更多妇女因此“走
出家门”，收获新的人生精彩。

践行新思想 引领新风尚 创造新生活
□本报记者 蒋娟娟

中央扫黑除恶第21督导组进驻新疆，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进驻时间：2019年4月8日—5月25日
举报电话：0991－2382091、2382092、2382093
举报信箱：乌鲁木齐市B036号邮政信箱
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00—22:00。

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机关报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机关报 克孜勒苏日报社出版克孜勒苏日报社出版 第第 8640期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5-0019 邮发代号 57-113 20192019年年44月月1818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己亥年三月己亥年三月十四十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思想，，进行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建设建设
伟大工程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实现伟大梦想梦想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广大干部群众：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自治区党委第一巡视组自2019年

4月 11日起，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党委开
展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常规巡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巡视对象
克州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
责人。

二、巡视内容
巡视主要内容：“六围绕一加强”，即围绕党的政治建设，重点

检查“两个维护”情况；围绕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围绕党
的组织建设，重点检查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围绕党的
作风建设，重点检查整治“四风”“四气”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情况；围绕党的纪律建设，重点检查党章党规党纪尤其是反分裂斗
争纪律执行情况；围绕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重点检查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加强对巡视整
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盯住“两个主战场”，检查党委坚持反恐维稳与脱贫攻坚两手
抓，挖“乱根”、拔“穷根”情况。聚焦落实党委政治责任、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重点，加强政治监督，
深化政治巡视。

三、巡视组驻地及联系方式
巡视组驻地：克州宾馆新楼
巡视组信访接待室：克州宾馆新楼3楼307室
征求意见箱设置地点（共 8处）：分别设在克州宾馆新楼正门

前、克州机关大院南门入口处、克州人民医院入口处、克州二中学
校正门前、阿图什市群众路博格拉菜市场1号入口处、阿图什市群
众路幸福小区 2号门入口处、阿图什市天山路香港城美食街入口
处、阿图什市人民东路高层公务员小区入口处。

信访举报电话：0908-4262701，手机：15909083593（工作时间
为10:00-22:00）

邮政信箱：阿图什市301信箱
邮政编码：845350
电子邮箱：zzqdwdjxsz@163.com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本着对党的事业、对组织和自己高度负责的

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视组反映有关情况和问题。我们将
对您反映的问题严格保密。根据巡视工作要求，对个人诉求、涉法涉
诉等问题不属于巡视组的受理范围，建议直接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

自治区党委第一巡视组
2019年4月11日

巡 视 公 告

本报阿图什 4月 17日讯 记者蒋娟娟报道：14日，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巴代一行来州检查指导
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州委副书记、州长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就相关工作情
况向检查组作了汇报。迪力夏提柯德尔汗表示，克州将全力以赴抓
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实现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总目标贡献力量。

州委常委、副州长贺学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全义参加座谈会。
会后，调研组一行前往吐尔尕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进行了

实地考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州检查

本报阿图什 4 月 17 日讯 记者蒋娟娟报道：为了做到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克州切实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应急救援“三大体
系”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加大宣传教育、加强应急演练，全力做好地
震防灾减灾工作。

牢固树立“灾情第一”思想，坚决杜绝松懈情绪和麻痹侥幸心理，
保持高度警惕，切实保障防震减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2018年，
针对复杂、严峻的地震形势，克州起草下发了《自治州 2018 年抗震救
灾应对工作方案》，修订了《克孜勒苏自治州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完
善相关协作机制，为克州提高实际应对和处置地震事件的能力，提供
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进一步增强地震监测能力。克州加强立体地震监测网络建设，
持续推进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知识宣传网和乡镇
防震减灾助理员“三网一员”建设，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引导公民积极
参与群测群防活动，充分发挥群测群防在地震短临预报、灾情信息报
告和普及地震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地震预测预报，充分发挥各
方面的作用，多学科、多途径探索，专群结合，完善地震预测预报信息
会商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地震预测预报能力。依法加强地震监测设
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

大力推进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健全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应
急预案体系、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加强地震灾害救援能力和避难
场所建设，提升全社会应对地震的能力，做好应对大震大灾的准备。

广泛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积极推进针对性强、切合实际的
地震科普讲座及综合性的应急演练，认真总结评估，不断完善工作措
施。全面提高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切实增强全社会抵御地震灾
害风险的能力。

克州切实做好地震防灾减灾工作

图为乌恰县梦驼铃民族服饰贸易有限公司厂房内，女工正在刺绣作业，该生产
厂房目前已带动30多位女性就近就业。 本报记者 蒋娟娟 摄

新华社重庆 4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4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重庆考察，主持
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脱贫
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
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抓好
落实，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为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城四月，春风和煦，山水透绿，
一派生机勃勃。4月 15日，习近平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
敏尔和市长唐良智陪同下，深入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的学校、农村，实地了解
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15 日中午，习近平一下飞
机，就转乘火车、汽车前往石柱县，山
路蜿蜒，坡急沟深，辗转 3 个多小时抵
达大山深处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学
校操场上，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
体活动。看到总书记来了，学生们围
拢过来，纷纷问习爷爷好，总书记高兴
地同大家交谈，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
情况。中益乡地处大山深山之中，群
众 居 住 比 较 分 散 ，孩 子 上 学 是 个 难
题。习近平指出，“两不愁三保障”，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
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习近平走进

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后厨，了解
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
况。习近平嘱咐学校和老师既要当好
老师，又要当好临时家长，把学生教
好、管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
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长
们放心。他希望老师们扎根山区，献

身乡村教育事业，为群众脱贫贡献一
份力量。

华溪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全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302 人，其中
8户、19人还没有脱贫。习近平踏着湿
滑的石阶登上陡坡，来到贫困户谭登
周家，从屋外看到屋内，详细询问老两

口生活和身体状况。谭登周夫妇告诉
总书记，由于伤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
动力，生活还比较困难，但土地流转有
分红、医疗有救助、低保有兜底，3 间住
房加固后都很结实，特别是医药费大
部分报销，自己只负担一部分，基本生
活还是有保障的。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4 月 16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