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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带着大家一起富
●兵团日报记者 陈琼

7月的焉耆盆地，翠绿的辣椒秧、挂满果实
的番茄、集中连片的甜叶菊，在肥沃的土地中生
长得正欢，职工群众们也在忙着大田农作物的
夏季管护。

看着眼前欣欣向荣的景象，二师二十一团
五连职工邓素芳脸上露出了笑容。“年初，战疫
情、抢农时，加班加点育苗，现在看到庄稼长势
这么好，心里特别踏实。”邓素芳说。

二十一团是二师铁门关市辣椒、番茄等红
色产业的主产区，种植大田辣椒4.5万亩。今年
3月中旬，团场380座大棚进入了辣椒扦苗管理
的关键期，为了不耽误春耕春播，邓素芳白天晚
上都泡在大棚里，直到5.5万多盘辣椒苗扦苗全
部结束。

“哪怕是起早贪黑，再苦再累，我都觉得
值。大家都靠种地收入，没有好苗怎么有好收
成？”邓素芳的话朴实无华。

今年48岁的邓素芳，一直是一个敢想敢
做、敢干敢拼的“川妹子”。20多年前，她从和
静县一个小乡村刚嫁到五连时，和丈夫住在四
处漏风的土坯房里，日子过得很艰难。

但是，邓素芳不认命，她一方面学习种植技
术，一方面四处寻找高产高效、适合当地种植的
农作物。

1999年，邓素芳经过多方了解，得知辣椒
市场前景很好，于是承包了50亩地种辣椒。

“为了种好辣椒，我时时处处留心学习种植
技术，连队的党员干部们也鼓励我试种新品种，
当年就挣了4万多元。”辛勤的付出，换来了可
喜的回报，邓素芳也成了连队的“技术达人”。

那几年，邓素芳种植大田辣椒赚到钱后，周
围很多职工群众都在观望。热心肠的邓素芳主
动给大家进行现场教学，无私传授种植技术，鼓
励大家一起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从1999年起步种植辣椒，到2003年初次
尝试辣椒大棚育苗和大田移栽，再到2013年大
面积种植辣椒，邓素芳用实际行动，一路带着大
家一起致富。

“种什么品种，如何育苗，怎么进行管理，收
获了怎样联系客商，每一个环节她都手把手地
教大家。”说起邓素芳，五连职工何振龙内心满
满的感激，“2018年，她带着我们一起育辣椒
苗，一个春天我就增收2万元。”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全面推行后，邓素芳更
是放开了手脚。2018年8月，她组织团场的富
余劳动力进行番茄干晾晒，不仅将天然晾晒的
番茄干销售到了国外，还带动了当地50多名职
工群众利用农闲多元增收。

2019年初，邓素芳引进了辣椒新品种“鬼
椒”，试种了20多亩，获得了丰收。2019年 5
月，邓素芳在团场牵头成立了铁门关市水滴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辣椒附加值，她积极
联系客商，合作建立了辣椒打粉厂，将合作社职
工的收入提高了一大截。当年，铁门关市水滴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社员平均纯收入达到了15
万元，相比2018年，增加了5万元。

作为一名党员，邓素芳不仅带着大家致富，
还经常无私帮助周围的职工群众。如今，大家
遇到种植养殖的难题，都会向她求助。

“邓素芳是个热心肠，经常帮职工订购滴灌
带、辣椒、种子等。她家里有机车，大伙种地、锄
草、中耕，她都是全力帮助。”二十一团五连职工
吴晨光说。

这些年，受到邓素芳扶持、帮助的职工群众
还有很多，邓素芳也先后被二师铁门关市评为
三八红旗手、女职工致富带头人、劳动模范、巾
帼建功标兵等。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职工，首先要有吃苦
耐劳的精神。现在咱们兵团的政策这么好，只
要脚踏实地去干，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邓素
芳说，自己是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富起来的，所
以要带动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6 月 30 日，邓素芳正在田间察看甜叶菊的
长势。 何飞 摄

7 月 1日上午 10时，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缓缓升
起。现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路桥
集团）党员干部满怀深情向国旗
行注目礼，骄傲与自豪之情油然
而生。

近年来，北新路桥集团党委
实施“党建+六大战略”，把党的
建设贯穿于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
各项工作中，提升了企业凝聚力
和影响力。

现有各级党组织85个，党员
960 名，4300 多名在职员工，在
疆内、疆外和海外均有分公司和
项目部，业务横跨国内外，近年
来，北新路桥集团始终把坚持党
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视作企业
改革发展的“根”和“魂”，实行

“党委引领指数”“支部堡垒指
数”“党员先锋指数”三大指数星
级考核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三大指数考核，让党建工作
“实”起来，考核 90 分及以上的
为五星级党委；考核 80 分至 89
分的为四星级党委；考核 70 分
至 79分的为三星级党委。评为
三星级党委的要向上级党组织
说明情况，二星级党委以下的，
由集团组成专班整顿提升。当
年引领指数星级考核倒数第一
的党委，对专职副书记进行调
整；连续两年倒数第一的，对党

委书记进行调整。
三大指数考核，让引领作用

“亮”起来。在引领指数方面，强
化落实集团党委及班子成员“一
岗双责”责任。落实国有企业基
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年度党建工
作计划、党建工作清单及工作记
录。结合60条考核项目，制定北
新路桥集团党委领导班子引领指
数责任分解落实考评方案。对高
管实行考核通报制度，逐级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

三大指数考核，让堡垒作用
“强”起来。北新路桥集团党委
对基层党支部实行定性与量化标
准相结合的考核，评定五星级支
部。考评结果与薪酬挂钩，两星
级以下支部，集团党委约谈支部
书记、副书记，排名末位的，予以
组织调整。各级党组织将党员先
锋指数的指标内容纳入年终考
核，按照“自评-互评-组织评定”
与民主评议党员相结合程序进
行，充分发挥其正面激励和反面
约束作用，使“干与不干”“干多
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

以今年“七一”建党节为契
机，在各级党组织全面推广“党
建+四维坐标”党员品牌，充分激
发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积极性，让
党员的模范作用真正“亮”出来。

北新路桥集团始终坚持党建
工作和经营工作两手抓、两手
硬、两不误、两促进，实施“党

建+”等六大深度融合工程，发挥
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核心
地位。

实施“党建+理论武装工
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实施“党建+强基工程”。今
年，集团总部机关建立健全集团
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
工作机构。抓好海外项目部党组
织建设，采用网络工作交流汇报
等方式，围绕生产经营，在海外7
个党支部、41名党员中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

实施“党建+干部人才工
程”。近年来，集团党委坚持以

“三项制度改革”为引擎，牢固树
立“高收入、高素质、高效益、高
风险”的理念，构建起“干部能上
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升
能降”新机制。目前，集团有中
高级职称人员总数1864人，具有
注册建造师、注册岩土工程师等
各类国家注册执业资格证书人员
287人。主持参与制定标准3项
（国 家 标 准 1 项、行 业 标 准 2
项）。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特等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等殊荣；

实施“党建+文化建设工
程”。将兵团精神、兵团文化与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有机结合起
来，制作了新时代筑路铁军和上
市10周年宣传片、2首北新之歌
等。加强平台和载体建设，集中

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和企业文化展
示中心。在各项目部打造“兵”
字号工程，依托海外项目积极弘
扬中华文化，大力培养和选树各
领域各层级先进典型；

实施“党建+廉洁工程”。集
团纪委聚焦工程项目质量、安
全、工期、环保、经营五大指标，
坚决做到“四个不放过”，即项目
亏损原因不分析透不放过，漏洞
不堵塞不放过，责任人的责任不
追究不放过，干部不受教育不放
过，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强
化内部流程控制，推进纪律检查
和内部审计有机结合，为集团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科学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实施“党建+融合工程”。集
团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企业
章程，明确党组织的地位作用、
职责任务、运行机制、工作机构、
基础保障等内容，使党组织成为
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化改
革、向南发展、工程建设等相结
合，确保措施上相协调、成效上
相促进，共同向提高集团核心竞
争力聚焦。

“十三五”期间，集团产值规
模从 2015 年的 51.15 亿元增加
到2018年末102亿元，增长1.99
倍。资产规模由上市初的18.39
亿元增长至267.65亿元。

今年截至 6月，北新路桥集
团完成产值收入 62.13 亿元，承
揽任务101.9亿元。

民以食为天，烟火气是一个城市最有魅力
的生活元素。

在各项政策推动下，六师五家渠市夜间经
济持续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拉动消费
增长的新引擎。

6月28日，当夜幕降临，五家渠市北海东街
灯火通明，上百名商贩集聚于此，吆喝声此起彼
伏，整条街道充满生气。

“来，尝尝我家乡的焖饼，整个五家渠独此
一家哦！”在摊主马月霞的热情招呼下，不一会
儿，她的摊位旁就围满了顾客。

马月霞是东北人，来五家渠做餐饮生意已有
10多个年头了。“得知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发展夜
间经济，我就向街道办事处申请了一个摊位。现
在晚上比白天要忙，当然挣得也多。”她笑着说。

6月起，六师五家渠市在全市设置470个外

摆摊点，大力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组织保障得力是师市发展夜间经济的基

础。”六师五家渠市商务局副局长苏晶说，今年5
月开始，五家渠市由城市管理、商务部门牵头，
规划设置了外摆市集，为经济复苏“再添一把
火”。这一措施提振消费作用明显，受到了普遍
欢迎。

“顶层设计”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大大促
进了六师五家渠市夜间经济的发展。

餐饮，是夜间经济不变的主角。
6月25日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暑热渐消。

五家渠市祥源生活广场夜市开始热闹起来。
夜市里，吆喝声此起彼伏。焦黄的红柳

烤肉，香甜的酸奶粽子，飘着浓郁香气的烤包
子……吸引着游客前来品尝。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我们的五家

渠亚克西……”21时，夜市中央的舞台上方响起
了歌声，表演队的帅小伙、俏姑娘翩翩起舞……
游客们立即围拢过来，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录视
频、发微信朋友圈。

与此同时，位于一○一团青湖经济开发区
南区的义乌小商品城夜市，游客们逛夜市、品美
食、赏夜景。

在吐拉洪·图尔荪托合提的酸奶粽子摊前，
等待大快朵颐的食客们排起了长队，美味的酸
奶粽子引爆了食客们的味蕾。

吐拉洪·图尔荪托合提戴着口罩，剥开芦苇
叶，把粽子放在盘子里，然后放上酸奶、无花果
酱、木瓜酱，最后浇上糖稀……一盘酸甜可口的
酸奶粽子制作完成。

“今天是端午节，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卖出了
100多份酸奶粽子，忙起来有钱挣的感觉真
好！”吐拉洪·图尔荪托合提脸上满是笑容。

夜色越来越浓，各摊位都坐满了食客，大
家品尝着美食，共同为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
举杯。

6月26日晚上，五家渠市远景第一街地下
购物街迎来了购物客流小高峰，许多市民和游
客来这里购物。

“地下购物街环境舒适，还有非常优惠的折
扣，我们特别喜欢来这里购物。”市民孟姗姗说。

市民谢玉芬在地下街经营了一家服装店，
“现在夜间营业时间越来越长，来买东西的顾客
多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谢玉芬说，自从
延长营业时间后，她每天能多卖200元。

汇嘉时代购物中心是五家渠市一家集购
物、餐饮、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生活休闲类综
合服务中心。为刺激消费，繁荣夜间经济，端午
节期间，该购物中心采取延长营业时间、打折让
利、举办汉服文化节等方式带动消费。

“端午节当天，购物中心客流量比以往多了
不少，营业额大幅度增加。”该购物中心男装运
动部经理刘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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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成为主角

商超延时营业

聚
焦
聚
力

聚
焦
聚
力

谋
变
提
质

谋
变
提
质

——
——

北
新
路
桥
集
团
以

北
新
路
桥
集
团
以
﹃﹃
党
建
党
建++

﹄﹄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纪
实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纪
实

●
郑
波
音

六师五家渠市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六师五家渠市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城市新城市新““夜态夜态””
●●李睿李睿

北新路桥集团项目
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资料图片）。

郑波音 提供

三大指数星级考核

筑牢“根”和“魂”

实施“党建+工程”

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