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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就葡萄
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

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桑帕约先生是葡萄牙杰出的政治
家和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声誉。在他担任总统期

间，澳门顺利回归中国，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卸
任总统后，仍长期关心中葡关系，支持两国交流合作。我高
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弘扬两国传
统友谊，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

习近平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
兵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5年来，你们
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守在生命
禁区，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

领土，出色完成了担负的任务。大家都
是好样的！

习近平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
固防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
望同志们强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
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好卫国戍
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高原戍边模范营”是一支有着优
良传统的英雄部队。该营驻地平均海
拔48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每年
8级以上大风200多天。长期以来，部
队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忠实履职尽责，
先后9次获得全国全军表彰、5次被授
予荣誉称号，涌现出5名一等功臣、44

名二等功臣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
人。2016年8月，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
命令，授予该营“高原戍边模范营”荣誉
称号。近日，全营官兵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5年来工作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
期望重托、忠诚卫国戍边的坚定信念和
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

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
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兵团日报乌鲁木齐 9月 13日讯
（记者 马雪娇） 9月10日，兵团与11
家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十四五”时
期，相关央企计划在兵团多个领域投资
项目，涉及金额1178亿元，项目均在今
年开工。

其中，兵团与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自然资源勘
查开发、地质工作技术和科研、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等领域开展合作；与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围绕碳达峰和碳中
和、绿色建筑产业、氢能产业等领域开
展合作。

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化农业
（新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利久联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中能化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4
家央企签署各类合作协议，在清洁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技术服务
平台（MAP）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生态产业、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
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兵团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
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
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建湖
北省电力装备有限公司、中国广核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在换电重卡、开发建设综合
能源服务平台、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新疆臻泰产业孵化园投资有限公
司与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新疆臻泰产业孵化园投
资有限公司55万锭环锭纺和300台加
弹机项目，均采用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成套设备。

“十三五”期间，央企发挥自身优
势，助力兵团民生、经济、社会等事业发
展，在兵团兴建产业项目54个，总投资
348.02亿元；19个援疆省市国有企业
在兵团投资项目1187个，总投资117.5
亿元。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
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
以来，央企持续加大在兵团投资力度，
积极开展各类援助帮扶活动，极大地
促进了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根据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兵团与相关央企将按照共商、共建、共

享、共赢原则，在数字经济、先进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节能
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合
作，建立长期、稳定、良好的沟通协调
机制，为兵团履行职责使命提供产业
支撑和物质保障；兵团将在产业规划、
资源配置、行政许可、税收政策、社会
化服务等方面为央企在兵团投资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兵团充分发挥援疆干部桥
梁纽带作用，加大急需的企业管理、财
税、金融及资本运作方面高层次人才引
进力度。同时，兵团持续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叠加释放生态红
利、改革红利，已成为区位优势独特、优
惠政策汇集、产业基础坚实、发展环境
优良的投资热土。

一揽子项目助力兵团高质量发展

兵团与11家央企签约总投资逾千亿元

兵团日报阿拉尔9月13日讯（记
者 刘美惠子 通讯员 张凯） 记者从
一师阿拉尔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了解到，近一个月以来，已有6200万立
方米的水注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
态区，沿途150公里的生态林、灌木林
及其他植被得到了及时灌溉，素有“沙
海绿洲”之称的一师十一团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黄沙与绿林间，一汩汩清澈的水流
自阿克苏河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成
片的生态林汹涌而去。毗邻沙漠的十
一团地处生态灌区，有近30公里长的
渠道从该团南部沙漠横穿而过。

“对沙漠生态进行人工干预，补充
地下水，阻止土地沙化，调节气候，提高
地下水质量，对保护塔里木河流域荒漠
生态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一团水
管站负责人林龙说。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塔里木河流域
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业用水紧张等问

题，当地在退地减水、工程性节水、退耕
还林、治沙防渗的同时，对塔里木河流
域的水资源进行严格调度，塔里木河流
域管理局2019年开始从阿克苏河向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区进行补水。

“从2019年到2021年，已累计补水
1.8亿立方米，每年引水都从塔南二干渠
37号闸开始，用5个分水口直接向塔克
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区补水。”一师阿拉
尔市水利工程服务中心主任洪鹏说。

随着生态补水工作持续进行，十一
团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胡杨及野生灌木
长势旺盛，野鸭等飞禽数量明显增加，
沙漠四周被成片的绿植覆盖，黄羊、马
鹿等大型食草动物陆续回归，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机
遇，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观大漠风光、赏
千年胡杨。

林龙高兴地说：“鱼鹰、小海鸥现在
都回来了，前两天我还看到黄羊在湿地
喝水呢！”

一师十一团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鱼鹰和小海鸥回来了

兵团日报乌鲁木齐9月13日讯
（记者 徐彤彤）兵团总工会日前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事业单位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兵团辖区内
企事业单位依法加强职工代表大会
制度建设，保障职工民主管理权利有
效落实。

《意见》明确要求，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他经济组织
均应依法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
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企事业单位
职代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并实行届
期制，到期应当及时换届，如遇特殊
情况报经上一级工会同意可以提前
或者延期换届，但延期期限最长不超
过一年。

《意见》对职代会的代表人数、比
例构成、选区划分、选举程序、代表管

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职工代表
的构成应当以一线职工为主体，中层
正职以上管理人员不得超过代表总
数的20%；明确职工代表在任期内，
其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
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其任
期期满，职工代表调离本单位、退休
或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其代表资格
自行终止，职工代表无故不履行代表
职责，应当撤换或罢免，职工代表出
现缺额时，应由原选区依照规定的民
主程序及时递补。

《意见》分别明确了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职代会的基本职权，要求企事业单位
职代会对涉及审查同意或否决权、审
议决定权和评议监督权范围内的重
要议题，必须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分项表决。

兵团总工会出台《意见》

规范企事业单位职代会制度

右图：9月13日，十师一八三团职工在收获南瓜。目前，一八三团2万余
亩南瓜进入收获期，职工们忙着脱粒、晾晒南瓜籽，金色的田野上奏响丰收
乐章。近年，该团大力发展订单南瓜种植产业，通过“企业+订单+职工”模
式，规模化发展南瓜籽产业，亩均纯收入可达到1500元。 李正虎 摄

文旅融合，绘就更美的“诗和远方”

今日导读

详见6、7版

乌鲁木齐9月13日讯（新疆日报
记者 姚彤 王兴瑞） 13日上午，第三
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推
进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民政部
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雪克来提·扎克尔，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兵团政委王君正出席会议。民政
部副部长高晓兵主持会议。

陈全国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
团及全区各族人民，向民政部、援疆省
市、社会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
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陈全国指出，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把援疆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推进民政援
疆，助力新疆民政事业发展，为推进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
献，开创了新时代民政事业助力新疆
稳定发展的好局面。

陈全国指出，当前，全疆上下正在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奋力开创
新疆稳定发展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我
们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决策部署
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八次全国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把民政工作摆上突出位置，
用好民政援疆工作优势，营造良好环
境，抓好各项民政事业，全力做好民政
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事业兜底性、基础
性作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疆。

李纪恒表示，第二次全国民政系
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以来，民政
部党组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倾斜
支持力度，加大智力支援，动员社会组
织参与，对口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改善新疆各族群众生活、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纪恒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民政部门要准
确把握对口援疆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重要部署，完整准确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做好新时代民政对口援疆工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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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日报乌鲁木齐9月13日讯
（记者 陈琼）为进一步提高兵团房
屋市政工程质量，日前，兵团房屋市
政工程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月活动期
间，兵团住建系统将按照“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方式，开展工程质量专
项检查，重点加强对涉及公共安全
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部位和竣
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严厉查
处原材料使用不合规、质量不达标、
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严防
违规建材用于工程建设，进一步规

范预拌混凝土的生产与应用；严厉
打击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
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重点治理新
建住宅渗漏、裂缝等影响使用功能
和工序倒置等问题。

兵团住建系统还积极开展法规
政策宣讲、技术标准讲解等活动，并
向工程建设企业发出倡议书；各师市
有关部门通过典型示范、样板引路、
现场观摩和经验交流等形式，指导企
业完善工程质量管控体系，督促企业
提高创建精品工程意识，同时曝光一
批质量问题和重大违法案件。

兵团启动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