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见深度 行动求实效
阿
克
苏
市
开
展
﹃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集
中
学
习

2019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三 要闻3

地区群团组织以工作实绩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部署会议召开后，地区各级群团组织

不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深入一线、创新

方法，努力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9 月 19 日下午，地区人大工委副

主任迪力夏提·克然木带领地区工会

干部，来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

区），与园区的华孚色纺、雅戈尔服

饰、锦华城纺织等多家企业及工会负

责人座谈。

按照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的要

求，结合9月16日至17日地区工会第一

次集中学习的成果，地区工会干部主动

深入一线，来到职工当中，紧扣工作实

际，有的放矢，与基层工会干部和各族

职工群众进行面对面、心贴心交流，带

着问题做调研，补短板、查不足。确定

了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作为

地区工会主题教育抓手，帮助园区总工

会和所属企业破解难题，开展“送文化、

送温暖、送技能、送法律、送培训”活动

为重点内容的“三件实事好事”。

座谈会上，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

区）多名企业负责人和工会干部发言，畅

谈了各自在发展职工会员、发挥工会职

能、稳定职工队伍、开展岗位培训、丰富

职工文化生活、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等

方面所做的工作和体会，以及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就园区交通不便、队伍

流动性大、工会活动骨干不足、缺乏业

务培训等问题，与地区工会干部进行

深入交流和探讨，提出很多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

迪力夏提·克然木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要进一步转变作风，为职工群众做好

事、解难事，把实事做实、好事做好并不

容易，需要我们下大力气以自我革新的

精神深刻剖析思想认识、信念立场，找到

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尽快将问题梳理

归类，列出清单，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整

改方案和举措，确保问题在最短时间内

得以改正和解决。

9月 18日至 19日，地区妇联全体

机关党员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进一步增

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提升党性修

养。学习期间，围绕《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内容进行深入

学习，并且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内容进

行再学习、再领悟。

9月19日下午，根据学习安排，地

区妇联组织开展专题研讨会，党员干部

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性质宗旨、理想

信念，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方面谈认识体会。

地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谷学珍

在发言时围绕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进

行交流，结合妇联工作实际剖析目前存

在的问题，启发干部对自身学习、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对照党

章要求进行检查，忠诚履责、尽心尽责、

勇于担责，将党员义务牢记于心，身体力

行，做到以身许党许国、以身报党报国，

做无愧于新时代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

当干事、作风过硬的表率，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过此次学习，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学有所获，将继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自觉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注重

将主题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效。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团地委高度重视，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全面深入推进主题教育。

9 月 15 日，团地委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议，成

立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综合联络

组、专项整治组，加强组织领导，为主

题教育开展奠定组织基础。制定《团

地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

标、基本原则、工作任务、工作要求，为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提供了遵循。坚持

集中学、研讨学、自主学相结合，党组

中心组学习与党员集中学习相结合，

原原本本学与反反复复学相结合。

9月 17日、18日，团地委举办两

次集中研讨读书班，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甘肃考察并指导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时的重要讲话等内容。坚持把解

决问题贯穿始终，做到边学边改，

党组班子及班子成员查找问题，

对症下药，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明确时限，抓好整改落实。制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调查研究工作方案，明

确调研时间、内容、地点、方

式，全面掌握基层情况，切实

解决突出问题。

团地委党组书记、团委书

记高凡说：“我们一定会以钉

钉子精神，贯彻党中央、自治

区党委、地委的各项决策部

署，认真贯彻‘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坚持党旗所指就是

团旗所向，领导干部要深

入青年群体，倾听青年心

声，充分利用好开展主题

教育的机会，坚持问题导

向，积极检视问题，敢于

直面问题，拿出刮骨疗

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去

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张路 通讯员 翟浩明

（上接一版）各族群众纷纷以此表达对伟大

祖国的美好祝愿，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当天，村里各族群众穿戴整齐，早早来到

村委会大院，分别摆出各种图案，表达对国旗

的尊重和对祖国的热爱。为了让合影更有鲜

明的特色，村民们高喊“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

傲！伟大祖国，我为你自豪！”洪亮的声音响彻

整个村庄。

“四老人员”依明·肉孜激动地说：“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五星红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

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信仰，我们

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创造

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努力。”

大家以“我和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为契机，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美好祝福。通

过“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各族

居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提升了辖区各族居民的爱

国情怀。

工作队长、第一书记王江平说：“我们一定

要将这份爱国之情化作无尽的工作动力，以实

际行动做好‘访惠聚’工作，为国旗添彩，为祖国

献礼。”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实习

生 凯萨尔江·买买提 通讯员 祖丽胡
玛尔·艾尔肯）9月，柯坪县的“流动

党馆”火了，里面展出的党史、新中

国史吸引柯坪县各族党员干部参观

学习。

“流动党馆”共有22块展板组

成，上面都是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

内容，在柯坪县各机关单位、乡

（镇）、社区、企业等流动性展出。

“通过观摩‘流动党馆’，我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走过

的70年非凡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热

情。作为一名党员，我要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让青春在奉献中绽

放光芒。”柯坪县干部古丽米热·
买买提。

“我通过参与集中学习和观摩

‘流动展馆’，深刻感悟到共产党

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感悟到党

的初心和使命的内涵，我要将主

题教育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以

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在工作中勇于担当负

责，积极主动作为。”柯坪县委组织

部副部长张峰说。

近日，库车县委党校“先锋课

堂”开课，邀请专家授课，模范党员

带头讲，广大党员干部谈体会、谈心

得，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度挖掘

红色革命精神的丰厚遗产、精髓实

质和时代意义。

库车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伟

说：“通过系列活动，使党员干部深

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

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

党的性质和宗旨，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革命意志，

发扬斗争精神，不断跨越艰难险

阻、战胜风险挑战，开展好各项工

作，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贡献力量。”

目前，地区按照《关于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同时，各县

（市）、地直各单位结合实际，充分

利用地区“红船精神”展览馆、阿克

苏人民英雄纪念碑、三五九旅屯

垦纪念馆、林基路烈士纪念馆等

红色资源，采取聆听革命故事、

参观红色基地、观看爱国主义影

片等方式，进行严肃深刻的红

色教育，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

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争做理

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政治忠

诚的践行者、扎根边疆的开拓

者、真抓实干的耕耘者、敢于

担当的奋斗者，努力推进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地区把学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必修课

本报阿克苏讯（通讯员 贺彪）9月22日

至23日，阿克苏市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推动广大党

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

阿克苏市住建局党员赵娟说：“初心和使命是

我们党的出发点、原动力，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作

为一名党员，我要牢记自己的使命，以主题教育为

契机，把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认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

要求，以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过硬的本领，解

决住建领域的民生问题。聚焦当前工作中出现的现

实问题，找到攻坚克难的新思路、新举措，全力做到

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用，着力解决老旧小区

改造、规范物业服务、改善市区停车难这些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

参加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后，阿

克苏市公安局党员王江平深有感触地说：“要认真学习，

用心领悟，做到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切实担负起政法干

部应该担负的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敢于

直面困难和挑战，做一名合格的公安干警。”

阿克苏市委组织部党员余小虎说：“通过主题教育集

中学习，作为组织部门的党员干部，我要以更严的工作标

准要求自己，切实加强自身学习，让主题教育不断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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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瓦提讯（通讯员 许宏志）为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

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

要求，9月24日，阿瓦提县阿瓦提镇博斯坦

社区党支部同共驻共建单位阿瓦提县维吾尔

医医院联合开展义诊送药服务活动，为辖区

居民免费体检，提供健康咨询等服务。

义诊前一天，社区党员干部对体弱多病

居民进行摸排，并通知他们按时来社区检查

身体。“在入户走访期间，我们倾听居民心

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他们把我们当成

了亲人，家长里短都会和我们说说，而我们

也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他们。”社区干

部热沙来提·马木提说。

在义诊过程中，阿瓦提县维吾尔医医院党员

干部耐心为居民体检，并解答疑问，针对不同病

症和个体差异提出诊疗建议和治疗方案，还为他

们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和注意事项，

增强了居民的健康保健意识。此外，还免费为他

们发放了家中常备药物。

送医送药进社区义诊活动暖人心

本报阿克苏讯（通讯员 范公平
谢涛）9月 23 日，阿克苏市多浪片区

管委会努尔巴格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通过参观地区博物馆，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多浪河景区姑

墨亭参观阿克苏的奋斗历程图片展，重

温党的历史，追溯红色记忆，接受党性

教育。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努尔巴格社区党支部紧

密结合当前工作和自身实际，通过抓学

习、找问题等方式，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这

一目标任务。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全体党员干部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革命先烈，重温

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现在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为社区

居民解难事、做好事。

社区干部阿布都瓦依提·阿布都热西提

说：“通过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集中学习，我进一步增强了‘四个意识’、坚

定了‘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检视

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

向和改进措施，服务好社区居民。”

认真检视问题服务好社区居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和国旗合个影

地区工会：深入园区一线，
针对问题调研

团地委：提出具体方案推
进主题教育

近日，温宿县温宿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社区党员干部真情帮扶行动不便的党员，并为他们送去学习资

料，给他们讲解主题教育总要求、目标任务等内容。 通讯员 魏晓欧 摄

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送学上门别样温暖

地区妇联：引导党员干部
不断提升党性修养

9月17日，温宿县应急管理局驻托甫汗镇稻泉村工作队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帮助村民采摘、销售玉米，解决村民家里缺少劳动力的问题。

通讯员 颜寿林 摄

采收玉米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