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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总目标
落实总目标

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反对
“三股势力”捍卫民族团结
昌吉州司法局党组书记 热合买提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
会和谐稳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明确了新疆工作总目标是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一名在党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我深刻认识到民族团
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基石，
是
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我出生在吉木萨尔县，
初中毕业到部队服役，我能有
今天的成长，
都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予的，党和组织精
心的培养得来的，无论是在纪检监察系统还是司法行政
系统，我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进工作作风，认真履
行岗位职责，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为党忠诚、干净，
用我的
实际行动来报答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
在学习上，我始终将其摆在重要位置，
深知学习才是
能力之根本、素质之源泉，只有自身党性修养强、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知识丰富、基层情况熟悉才能带领局机关干
部做好各项工作。为此，我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
付诸实践；在工作中，能够深入贯彻落实总目标，贯彻落
实自治区、自治州党委反恐维稳各项工作任务，
积极参加
反恐维稳、
“访惠聚”
、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工作。面对党建
工作多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多次到机关工委学习请教、
积
极协调，确保机关党建基础工作正常开展；同时我时刻关
注全州各县（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建设，
确保
“一中
心”的安全稳定；认真开展“访惠聚”工作，落实“四联四定
一住访一结亲”工作制度，到驻村点蹲点调研，帮助工作
队解决困难，
带头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组织机关
宣讲队赴基层开展“面对面”宣讲。通过履行职责，能更
好的促进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
为
昌吉州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坚决与“三股势力”
“两面人”
决战到底，亮明态度、表明立场，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
在
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
裂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更加坚决。旗

帜鲜明的在思想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和自治区、
自治州党
委保持高度一致，向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看
齐，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党委各项决策部署，执
行政治纪律和反分裂斗争纪律，
“四个意识”
更加牢固；其
次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有决心带头强化在全面从严治
党中落实总目标的认识和行动，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
弦，增强“五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意识。要充分发挥自
身在民族、情感、语言等方面的特殊优势和独特作用，坚
定坚决地在反恐维稳斗争中打头阵、当标兵，以身作则、
挺身而出，
敢于揭露、
检举、
揭发
“两面派”
“两面人”，
针锋
相对地与“三股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坚决打掉暴恐分
子的嚣张气焰，
做聚焦总目标的先行者、
反恐维稳的践行
者、
加强民族团结的促进者、
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捍
卫者；再次我作为一名司法局党组书记，
在任何时候站在
第一线，
主动担起责任，
大力地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疆方略，
宣传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宣
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惠民利民富民政策，
宣传《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反
分裂斗争和去极端化宣传教育，
引导各族群众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没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特殊关怀
厚爱，就没有大家今天的好日子；没有稳定的好局面，就
没有幸福的好生活。本人发自内心地感恩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倍加珍惜美好
生活、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坚定坚决、
旗帜鲜明地反分裂、
反暴恐、
促团结、
保稳定。
最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始终做到认识不含糊、
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认识统
一、表里如一、步调一致。在这场反恐维稳的斗争中，坚
决做到率先落实好维稳组合拳，面对大是大非率先发声
亮剑，面对矛盾困难率先迎难而上，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依法行政，
以实际行动做好本职工作，
坚决做好一名党员
干部的表率作用。

决不允许极端宗教思想向牧区渗透
昌吉市庙尔沟乡文化广播站站长 叶里麦克

我是土生土长的庙尔沟乡人，哈萨克族，出生于牧民
家庭，就读于庙尔沟村小学、
初中。那时候家里生活条件
差，吃菜也很困难，没菜的时候就到汉族邻居家菜园子
摘，汉族邻居家里缺牛奶了到我们家里打，
谁家有好吃的
也会招呼邻居一同分享。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的爷
爷奶奶、叔叔阿姨、小伙伴儿都会到我家做客，他们也真
诚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彼此
照顾，相互之间其乐融融、亲如一家，
现在回想起来，
那温
馨的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
开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顶层设计、
高位推动，
倾力给予
新疆政策、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无私援助，
新疆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 年，我参加了工作，在乡政
府里担任保管、打字员、文化广播站站长等职。我亲眼见
证并经历了牧民群众生活的大改善时期，牧民群众因山
区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看电视非常难，国家对偏远农
牧区实施“村村通”两套广播电视工程后，庙尔沟乡达板
风景区和金涝坝学校方圆九公里内的 100 多户牧民听到
了广播、看到了哈萨克语电视节目。自治区政府实施“户
户通”广播电视惠及民生项目以来，牧民群众免费可以收
看 29 套电视节目，全乡“户户通”已覆盖达 98%，把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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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声音送到了牧民群众的心坎里。
然而，
近年来，
偏偏就有那么一小撮人，
打着民族、
宗
教的幌子，
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暴力恐怖主义以及民族分
裂主义，
破坏民族团结，
煽动民族仇恨，
掀起宗教狂热，
鼓
吹
“圣战”
，制造惨绝人寰的暴恐案件，
给各族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严重破坏了我们安定祥和的
生活，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稳定，这不是我们希望发生
的，
更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为了民族团结，
更为了守护
各族群众幸福生活，我们各民族干部群众都要积极站出
来、团结起来、立即行动起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向“三
股势力”
宣战，
勇敢地与
“三股势力”
斗争到底！
作为一名哈萨克族文化广播站站长，
我更要发挥好文化
宣传作用，
当好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义务宣讲员，
走到哪
里讲到哪里，
在田间地头讲、
在牧区草原上讲，
和身边的同事
亲戚朋友们讲、
和乡村干部职工们讲、
和各族群众讲，
用牧民
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正能量，
传播正确的先进文化思想，
宣
讲党的恩情、
讲法律知识、
讲稳定形势、
讲民族团结、
讲牧民
定居变化、
讲全民免费健康体检、
讲双语教育带来的实惠等，
把党的声音及时传递给各族群众，
我坚决与
“三股势力”
作斗
争，
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领导，
共同努力建设团结和谐、
繁荣
富裕、
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争做维护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的表率
昌吉州民政局副局长 马军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是多民族聚居、
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千百年
来，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相互依存，共
同维护着祖国统一，
推动着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
家政策大力支持和援疆省市的无私援助下，新疆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巨大成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谐共处。但是，
近年来，
“ 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政
治目的，疯狂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实施了多起暴力
恐怖案件，严重破坏了我们安定祥和的生活，严重
危害了社会和谐稳定。
“ 三股势力”以宗教极端为
思想基础、以暴力恐怖为主要手段、以民族分裂为
最终目的，打着“民族”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
衣，极力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
团结，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离出去，成为影响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祸源。他们制造暴恐、滥杀
无辜，暴露出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丑恶嘴脸和反
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性，给各族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我出生在新疆、
成长在新疆，
亲眼见证了新疆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
在我 20 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我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
党的培养和教育，离不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和引
导。我决不允许这一小撮丧心病狂之徒破坏我们安
定和谐的生活。我将立场坚定、
态度坚决，
把对党和
祖国的感恩之情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坚定坚决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坚定
坚决贯彻执行区、州党委各项决策部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坚决与“三股势力”和“两面人”作斗
争，
争做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表率。
我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两
会”
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做到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具体工作中、实际行动上。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定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
我要主动担当作为，作反分裂促团结的表率。
在反分裂斗争这一原则问题上，
坚决做到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不作
“两面人”，
表里如一，
敢于发声亮剑、
冲锋在前。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多说有利于团结
的话、
多做有利于团结的事，
坚决同一切破坏团结的
言行作斗争，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教育家人，影响身
边人，
共同抵御
“三股势力”。认真开展
“民族团结一
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
“两个全覆盖”工作，为
营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大团结良好氛围
贡献力量。
我要立足本职工作，自觉承担起维护稳定的责
任。坚决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重
于泰山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没有与稳定无关的地
区、
没有与稳定无关的单位、
没有与稳定无关的人的
意识，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恪尽职
守、履职尽责，认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
理念，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细致、实在、
精准地落实到民政服务对象身上，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筑牢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