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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笔者从山水相间的道县乐福堂乡到江源
村，沿着公路蜿蜒前进，曾经道路两边的废旧老屋早已
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复垦土地。近年来，道
县采取“破”字当头、“立”字结合、“兴”字托底，全面启
动拆旧复垦工作，促进有效耕地提质增量，美了乡村、
富了农民。

道县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中之重来统筹推进，紧紧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要求，在扶贫搬迁后续工作和拆旧复垦上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有效推进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管理和拆旧复垦工作。严格执行农民住房用地“一户
一宅”政策，用好用活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尽快开展对
易地扶贫搬迁户原居住旧房、废弃宅基地、“空心房”的
拆旧复垦工作，按照“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养则养”
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百姓持续稳定增
收。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确保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户原有旧房应拆尽拆，应垦尽垦；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整体推进“空心房”“空心村”治理，解决农村建设用
地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如今，“闲置地”
变“致富田”，让更多的贫困户耕者有其田，让“钱袋子”
更加鼓起来。

据了解，道县的集中安置项目都签订了拆旧复垦
协议，聘请地质矿产开发局402队，对全县的拆旧复垦
进行总体规划，完成了实地勘测，编制了实施方案。全
县177户搬迁户，除32户旧房与他人共建或位于传统
村落不能拆除外，其他的都已拆除，能复垦的进行了复
垦，不能复垦的进行生态恢复。

（盘林 杨成）·精彩湖南·

道县：拆旧复垦 美了乡村 富了村民

跟党走迎来温馨小康，迁新居告别穷乡僻壤。12月
9日，道县园区易地扶贫搬迁点的居民聚在一起，或是欢
快地跳着广场舞，或是高兴地聊着家常，好一派幸福祥
和的景象。

为更好服务园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改善他
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建设功能完善的安置点，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道县不断加强园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
基础设施建设。道县园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于该
县工业园区内，东与县政务中心、南与道县六小、北与县
公办示范幼儿园和市场相邻，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共安置了来自该县3个乡镇46户、171人。安置点在建
设好配套的水、电、路、网络和垃圾收集清运等设施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搬迁群众很大一部分是留守老人和儿
童，道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办公室为安置点规划建
设了两个功能齐全的文化休闲广场，休闲广场集休闲、
娱乐、健身、文化宣传和文艺演出等功能为一体。

“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不能忘了共产党，更要感谢那
些为我们付出汗水的‘亲人’。”搬迁进来的住户纷纷表
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如今，在宽敞的文化休闲广场上，三五成群的搬迁
群众可以聚在一起散步、拉家常和健身，孩子们也可以
尽情地玩耍。 （盘 林 朱号荣 杨 成）

道县：园区安置点搬迁群众幸福指数高

·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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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湖南·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制定下发《冷水滩区党纪政

纪处分决定执行工作程序的规定》，具体将整个处分决

定执行工作细化为处分决定的送达、宣布、归档、工资

和职务的降低调整、年度考核等次的确定、评先评优与

选拔任用的限制等6个宏观板块、22项要求，明确纪检

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人社部门、主管部门、受处分人员

所在单位等部门的具体职责，堵住制度漏洞，确保处分

执行落地生根。为加大处分决定执行力度，今年以来，

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采取自查自纠、交叉检查、随机抽查

等方式，聚焦“先提拔再处分、先明处再暗处、先解聘再

返聘、先撤职再升职、虽判刑仍领薪”五大类问题，对党

的十八大以来办结案件的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情况

开展一次全方位“拉网式”检查和督查跟进。截至目前

共检查 568 人次，发现问题 77 个，已全部督促纠正到

位。 （唐东升 李春姣）

冷水滩：加大处分决定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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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疆稳定发展情况
“新疆稳定发展繁荣的进程，新疆各

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步，是任何势力都
阻挡不了的。”

国务院新闻办9日上午举行新闻发
布会。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新疆稳定发展情况。发
布会现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如是宣
示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维护
发展的坚定信心。

新疆已连续3年
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事）件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国
一些人应该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不应在反
恐、去极端化问题上搞‘双重标准’。”雪克
来提·扎克尔表示。

他介绍，近年来，自治区通过深入开
展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为实现新疆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
目前，新疆已连续 3 年未发生暴力恐怖
案（事）件，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遏制，
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2017年新疆生产总值首过万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
今年1月到10月接待游客人数突破2亿
人次……发布会现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肯·吐尼
亚孜用一组数字介绍了社会稳定为新疆
带来的发展红利。

艾尔肯·吐尼亚孜表示，新疆各族人民
深深感受到“稳定是福、动乱是祸”，全区人
民将不遗余力地保持新疆的持续稳定，任
何境内外势力都不可能也没有权力干扰新
疆各族人民坚定的信心和决心。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增强

数字，雄辩地证明了新疆的发展：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2014年以来，累计实现238.53万贫
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初的
22.84%下降至6.51%……

雪克来提·扎克尔介绍，新疆持续推进以
就业、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九项惠民工程，增
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就业方面，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保障，着力抓好城镇居民的就业工作，
大力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鼓励群众创业及其带动就业；

教育方面，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

资助力度，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实
现了对新疆南疆地区三年学前教育和十
二年包括高中的基础教育全覆盖；

医疗方面，每年安排全民免费健康
体检，城乡居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城镇
职工的大病保险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社会保障方面，实行全民参保计划，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启动工伤
保险基金自治区级统筹等；

安居方面，今年农村安居工程建设
21.27万户，城镇棚户区改造开工15.49万
套，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
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新疆深入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喀什
地区行署专员帕尔哈提·肉孜表示，新疆将
继续聚焦贫困人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举全区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推动实现
2020年所有的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与全国
各族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整个教培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

“最大限度挽救了有恐怖主义、宗教极
端主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人员；最大限度
消除了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土

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
免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

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用三个

“最大限度”概括了整个教培工作取得的
良好效果。

“新疆各族人民切身感受到，没有教培
工作就没有今天的安稳日子。”徐海荣介
绍，去年底以来，参观过教培中心的外国官
员、驻华使节、媒体记者和宗教人士都纷纷
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做法完全符合
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
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借鉴。

雪克来提·扎克尔介绍，目前，参加
“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
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
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
活。下一步，为满足基层干部群众提高
素质的愿望，新疆将本着尊重意愿、自主
选择、分类培训、来去自由的原则，对有
意愿、有需求的村干部、农村党员、农牧
民、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等进行日常性、
常态化、开放式的教育培训。重点培训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
等，根据培训内容，时间可长可短。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步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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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连日来，
多国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
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通过涉疆法案，
对新疆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反恐和去极
端化努力歪曲诋毁，暴露在人权和反恐问
题上的双重标准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险
恶用心。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
说，基于自己访问新疆的经历见闻，我知
道“所有指控都是不真实的”，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的涉疆法案是美国“傲慢和无理
干涉他国事务的又一例证”，他们只想以
人权和民主权利为抓手，损害中国的利益
及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威望。

巴基斯坦巴中媒体论坛负责人苏丹·
哈利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疆法案是
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我曾到访新疆，
因此我知道西方媒体对于发生在新疆的
情况存在很多虚假宣传。恐怖主义没有
地域界限，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中国
在新疆的反恐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阿富汗《阿富汗时报》总编辑曼苏尔·
法伊齐认同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去极端化
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他说，我最近到
访新疆，我所看到的教育培训中心实际情
况与西方媒体报道大不相同，氛围自由、
友好，学生们未来将凭借在这里学到的专
业技能找到工作，过上幸福生活。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分析师马尔斯·萨
利耶夫表示，事实已证明，中国政府在新
疆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有利于维护
新疆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涉疆法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支
持分裂主义，企图破坏新疆稳定。新疆事
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

叙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阿姆鲁·梅克达
德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疆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公
然干涉，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中国政府依据自
身国情在新疆实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不仅有效保障
了新疆的安全稳定，也为世界反恐事业提供了有益经验和
重要贡献。

伊朗穆斯塔法科技基金会公关部负责人赛义德·米尔
哈什米表示，一个国家有权处理自己的民族宗教事务，这
是内政范畴，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污蔑新疆用心险恶
新疆宗教界人士：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所谓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以“侵犯人权”等不实之词污蔑中
国政府治疆政策、抹黑新疆。新疆宗教界
人士纷纷表示极大愤慨、坚决反对，认为美
方此次闹剧充分暴露其妄图利用新疆事务
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
制中国发展壮大的险恶用心，美方的图谋
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新疆事务纯属我国内政，决不
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新疆伊斯兰教协
会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不都
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说。

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表示，过去
一个时期，新疆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暴恐活
动多发频发，严重伤害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人们每天生活在紧张、恐惧之中。现在，

新疆通过依法打击暴恐活动，重视源头治
理，已连续3年没发生暴恐事件，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新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
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中国伊
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乌鲁木齐市白大寺
伊玛目阿布都西克尔·热合木都拉说。

“新疆遭受暴恐活动侵害的时候，美
国漠不关心；现在社会稳定了，他们却炮
制所谓的‘涉疆法案’。他们的真实目的
是制造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进而将
新疆分裂出去。”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喀
什分院学员艾比布拉·亚生说，“我们坚
决反对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对新疆
指手画脚，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
势力、任何人通过任何方式来破坏我们
今天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最大限度地挽救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有

轻微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人员，最大限度保
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的侵害。”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说。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共青团镇托万克佳
木村清真寺伊玛目艾合买提·吾斯曼表示，新
疆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对学员进
行免费教育培训，是遏制暴力恐
怖案(事)件多发频发、铲除宗教
极端主义滋生蔓延土壤的迫切
需要，也是有效提升学员文化知
识和法律水平、掌握劳动技能、
促进就业增收的迫切需要，更是
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的迫切需要。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专职
副会长克然木·阿不力孜表
示，新疆是中国的新疆，维吾
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
员，任何离间我国民族关系、

遏制我国发展的图谋都注定难逃失败命
运。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的意志坚如磐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