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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国在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
雪克来提·扎克尔肖开提·依明李鹏新出席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10 月 10 日讯 记者姚彤报道：10 日
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全
国主持召开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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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扛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折不扣地配合好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确保脱贫政策兑现落实、脱贫工作
健康发展、贫困群众真正脱贫。
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雪克来提·
扎克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开提·依明，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李鹏新出席会议。
陈全国指出，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是贯彻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部署要
求的重大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区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中央开展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的重大意义，高度重视这次专项巡视工作，
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担当，积极主动配合专项巡视，直面问
题、补齐短板，推动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区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把配合好专项巡视作为以实际行动落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两个维护”
的具体体现，
作为检验新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按照赵乐
际书记、杨晓渡副书记和陈希部长的要求，
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配合好中央巡视组各项工作，
确保
专项巡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要坚持统筹兼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目标，
坚持
“两手抓”
、
善于
“弹钢琴”
，
紧紧围绕总目标推进
脱贫攻坚，
坚定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为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营造良好环境，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
三要积极主动配合。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
识到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既是督促检查更是关心支持，
要以此次专项巡视为契机、为动力，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
接受巡视、积极配合巡视、全力支持巡视。各级党委和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牵头抓
总，
加强统筹协调，
各相关部门要分工负责、上下联动、形成
合力，
确保巡视工作顺利开展。
四要坚持边巡边改。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问
题导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补齐短板。要坚持五级书记
一起抓，切实做到底子要清、精准到位、措施有效、标准科
学、压实责任、资金安全。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要主
动认领、虚心接受、照单全收，切实做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建立台账，
挂图作战，
明确责任单位、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
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一件抓整改，以
全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回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特殊关怀和厚爱。
自治区领导徐海荣、纪峥、沙尔合提·阿汗等及自治区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巡 察 公 告
根据十一届自治州党委第七轮巡察工作统一部
署，州党委派出五个巡察组，第一批自 2018 年 10 月 14
日起，对木垒县大石头乡等 5 个乡（镇）进行专项巡
察。现将有关巡察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对象
木垒县大石头乡、奇台县坎尔孜乡、吉木萨尔县北
庭镇、阜康市上户沟乡、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党委领导班
子和成员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
二、巡察主要内容
巡察组将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和其它党内法规，坚决贯彻“两个维
护”，按照“六个围绕、一个加强”和“五个持续”重要要
求，深化政治巡察，着力发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着力发现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和黑恶势
力的“保护伞”等突出问题；着力发现违反反分裂斗争
纪律的行为，
特别是“两面人”
“两面派”；
着力发现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四风”
“四气”等问题，对被巡察单位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况进行监
督，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
弛，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
检
查被巡察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州党委决策部署及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
对群众反映以上 5 个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及成员
在其它方面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巡察组也要作
深入了解和掌握。对其它与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
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

管理的原则，
转交有关部门和单位办理。
三、
巡察组联系方式
为便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各巡察组设
立了联系电话和联系信箱，在被巡察单位周边设置意
见箱，
安排专人负责接待来信来访，
并严格保密。欢迎
广大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反映有
关情况和问题。
第一巡察组巡察单位：
木垒县大石头乡；
信访举报
电 话 ：15609940014；电 子 信 箱 ：cjzzzdyxcz@163。
com 。
第二巡察组巡察单位：
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信访举
报 电 话 ：15609940024；电 子 信 箱 372990824@qq。
com 。
第三巡察组巡察单位：
奇台县坎尔孜乡；
信访举报
电话：
15609940064；
电子信箱：
cjzdsxcz@sina。com 。
第四巡察组巡察单位：
阜康市上户沟乡；
信访举报
电 话 ：15609940084；电 子 信 箱 ：1241278773@qq。
com 。
第五巡察组巡察单位：
呼图壁县雀尔沟镇；
信访举
报 电 话 ：15609940094；电 子 信 箱 ：905859266@qq。
com 。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现巡察人员有违纪问题，可
向州党委巡察办举报，地址：昌吉市延安北路 56 号州
纪委监委办公楼；
联系电话 0994-2238750。
特此公告
昌吉州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新华时评

从民生关切中找到民生动力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杨绍功

国计，
民生；民生，
民心。
如果把 40 年改革开放浓缩成一首壮丽诗篇，
民生必然是意蕴丰富的“题眼”；如果将 40 年风雨
历程谱一曲时代华章，民生必然是最撼人心魄的
“强音”
；如果给中国梦绘一幅通景画卷，
民生也依
然是生动传神的
“点睛之笔”。
民生改善是梦想抵达的最好诠释。党的十八
大以来，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国内财政收入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
我国各项民生指标逆势上扬：
建立
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
为亿万人民生活兜底；破解
空前艰巨的就业难题，就业人数达到 7.7 亿；实行
卓有成效的扶贫攻坚，全世界每 10 个人脱贫，就
有超过 7 个来自中国……
正是有诸多的获得感、
稳稳的幸福感作证，
儿
时曾经的生活痛感，
如今再忆，
已经变成了甘甜的
回味。
爬坡过坎惟难，滚石上山尤难。当前正是发
展的关键期、
改革的攻坚期，
加之外部环境发生明
显变化，
民生领域存在的一些短板需要补齐，
民生
关切也不时出现。
当前，
民生指向的不仅是
“吃饱穿暖”
“吃好穿
好”的物质需求，而是要解决深层次痼疾、满足群
众深层次需求——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加丰富的
权利、更为出彩的人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再上
层楼、更进一步之际，我们面临既要去产能、去杠
杆，又要守底线、稳就业的难题；我们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从养老到医疗，从教育
到就业，许多“两难问题”亟待破解，许多“民生关
切”
需要回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把
改善民生放在心头，
就要把改革责任扛在肩上，
从
民生关切中找到民生动力，把民生诉求转化为改
革的方程式，
求解民生考题的步骤，
就是推动发展
的进程。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经济发展，40 年民生改
善，其内在规律已经表明，改革硬碰硬，民生实打
实。改善民生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社会进
步的增长点、动力源。从几千万贫困人口脱贫释
放的巨大消费潜力，到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
造激发的市场新需求，
再到养老、
环保等产业广阔
的发展前景，都说明新的增长点就蕴含在解决好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当中，就蕴含在 13
亿多人的民生需求中。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我们要牢固树立“抓民生
就是抓发展”的发展观、政绩观，像抓经济建设一
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
务，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40 年
改革开放已经证明，我们用奋斗改变了亿万人民
的命运；历史将继续证明，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
就是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就是亿万人民与祖国
共同成长的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化民生关切为民生动力，
中国改革发展就会永
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