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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可克达拉讯（常驻记者 李惠） 1月8日，在
四师可克达拉市黄渠公园的篮球场上，不少孩子在打
篮球。“公园里有很多健身设施，有篮球场还有羽毛球
场，我们经常来这里运动，特别方便。”可克达拉市金
山实验学校六年级学生罗清源说。

截至目前，四师可克达拉市累计投入2.76亿元，
兴建运动场地和设施、设立城市雕塑、推进园林绿化，
加快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感。

2021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以全国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为契机，带动师市、团场两级文化馆建设
提升，199个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文博场馆（站）面向社
会免费开放；新建22个设施成网、资源共享、服务联动
的图书馆团场（社区）分馆。可克达拉游客服务中心、
薰衣草小镇、伊力特酒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文化地标建
筑落成，军垦博物馆、文旅休闲街区等重点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2022年，我们将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
完成可克达拉游客服务中心、文化文物智慧管理服务平
台的建设运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再提升和公共数
字文化创新发展，不断增进职工群众福祉。”四师可克达
拉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吴德权说。

四师可克达拉市着力
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秦俊伟） 1月6日
23时，一列满载服装、配件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
山口站驶向德国杜伊斯堡。该趟班列自浙江义乌始
发，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预计14天后到达目的地，这
是2022年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第100列中欧（中
亚）班列。

新年伊始，阿拉山口站不断优化班列接发、车辆取
送、货物装卸、联运交接等流程，加强关键环节卡控和
协调配合，持续加强与海关、边检部门和企业的联系沟
通，加快电子票据周转、译票、审核，提高货物通关效
率，保证平均每天17列中欧（中亚）班列顺利通行。

2021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对铁路口岸进行扩能
改造，大力推进数字化口岸建设，推行一体化通关、无
纸化申报，实现列车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交替
作业，压减班列在站停留时间，不断提升班列通关过
境办理效率。2021年，经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
岸开行中欧（中亚）班列12210列，同比增长21.5%；其
中经阿拉山口口岸开行中欧（中亚）班列5848列，同
比增长16.3%。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已通行
中欧（中亚）班列超100列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禚艺）“现
在，家里用上了水冲式马桶，房前屋后建有菜
园和花园，连队处处干净整洁，生活在这里真
是舒心。”说起近年来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十
四师二二四团七连职工王小红感触颇深。

记者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2021年，兵
团完成672个连队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具有
兵团军垦特色的示范连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兵团科学规划776个生产生活一体化连
队和1051个作业点连队具体建设内容，在完
成兵团连队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全要素建设生产生活一体化连队，
突出生产性功能建设作业点连队。

兵团连队居住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
协调小组在抓规划、抓标准、抓示范、抓资金、
抓产业等方面重点发力，量化生活垃圾、污水
治理、厕所革命、连容连貌提升等工作指标，
建立“一月一调度”工作机制，督促重点任务
落实，连队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连队卫生厕所逐步普及。全面摸清团场
连队改厕基数，摸排问题厕所4099个，整改
率达97.4%，稳步扩大连队卫生厕所普及范

围，新建户厕12851户。
连队生活垃圾治理水平不断提高。连队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到99%，在
29个连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1400个连
队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建设367座集中
污水处理设施。

连容连貌焕然一新。整治危旧房屋5987
户，新改建2500户；建成标准化连队卫生室
693个，生产生活一体化连队公共文化设施覆
盖率超过90%，体育健身器材覆盖率达100%。

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完善。各师市通过网

格化管理、制定“连规民约”、落实“门前三
包”、设立“荣辱榜”“红黑榜”、开展“美丽庭
院”“生态卫士”评选等方式，定期进行检查评
比公示，选树美丽庭院500余户；设置连队保
洁公益性岗位3710个，确保连队公共环境长
期保持干净整洁。

“推进连队人居环境整治，要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我们将
在系统治理、长效治理中推动连队人居环境
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兵团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

兵团军垦特色示范连队建设成效显著

672个连队人居环境得到整治提升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潘瑞
雄） 记者从兵团公安局获悉，2021年，
兵团公安机关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紧盯人民满意这一目标，重
拳打击违法犯罪，持续推进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
平，兵团辖区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依法严打各类违法犯罪。2021年，
兵团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平安兵团建设，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云剑-2021”等专
项行动，做到犯罪必惩、违法必究，辖区
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案数实现双下
降，破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
点。特别是2021年8月以来，兵团呈现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下降，破案数、
挽损数上升态势。

全力维护公共安全。2021年，兵团
公安机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隐患“拉
网式”大排查和危化品道路运输集中整治
等系列工作，组织开展多轮次交叉检查、
隐患整改“回头看”，深化“护校安园”、交
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等专项工作，全力
清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公安监管场所实
现连续70个月无安全事故发生。

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兵团公安机关紧盯职
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明确6大类41条
工作清单，出台便民利民措施345项，大
力推进“最多跑一次”专项改革和“互联
网+政务服务”，完善“实体窗口+自助终

端+网上办理+预约受理+指尖服务”新型便民模式。
2021 年，兵团各级公安机关累计提供预约服务
11963次、咨询服务90036次、上门服务308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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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十师北屯市公安局天骄街派出所，小朋友在参观警用装备。为迎接1月10日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十师北屯市公
安局举办多项主题宣传活动，邀请市民走进派出所参观警务装备展示、警务技能演练，进行安全知识宣传等。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洋 摄

“老李大哥，吃早饭了吗？我把最近的
报纸给你送来了。”1月7日，像往常一样，金
美丽来到抗美援朝老兵李芳芝家送报纸。
定期给行动不便的老干部送报纸，金美丽坚
持了10年。“我就是闲不下来，只要还能走
动，就想给大家多做点事。”金美丽笑着说。

金美丽是五师八十九团老干党支部书
记、八十九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今年已经74岁了。

1966年，金美丽从上海来到八十九团
支援边疆建设。她参加过开荒造田，先后在
团场任幼儿园园长、中学校长、团机关妇联
主任。

2005年，金美丽退休后回到上海，然而
没过多久，她又回到了团场。“我的孩子们都
劝我，退了休就在上海安享晚年，可我不愿
意。”金美丽说，“这里有许多我忘不了的人
和故事，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为团场建设发
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回到团场的金美丽把退休干部职工组
织起来，成立了老年歌舞团、老年门球队、义
务宣传队等数十个团队，她带领这些团队参
加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先后获得数十项兵
团、师市颁发的奖项。

“她是我们老年人的‘开心果’，有她在，
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就会更加丰富多彩，我们
也能更好地发挥余热。”八十九团退休干部

张格选说。
2010年，金美丽担任八十九团老干党

支部书记、八十九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后，多次到学校举办讲座，把老一辈
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金美丽带领“五老”
宣讲团赴双河市职业技术学校、八十九团中
学、八十九团小学等开展兵团精神宣讲活
动。每到一处，金美丽总会拿着一个漆面大
部分剥落、露出铁皮的水壶，声情并茂地为
学生们讲述军垦故事，让学生们从中体会兵
团精神的内涵。

10余年来，金美丽带领“五老”宣讲团深
入团场中小学校、幼儿园、连队、社区、牧区
宣讲党的历史、兵团发展史60余场次，让爱
党、爱国、爱兵团的种子在团场青少年和职
工群众心中深深扎了根。2020年12月，金
美丽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我就坚持一
个原则：要干，就把它干好！”金美丽认真地
说。2021年，金美丽被评为“兵团好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金美丽始终牢记使
命，初心不改，以实际行动书写美丽人生。

金美丽的美丽人生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彤彤

从新疆库尔勒市到江苏省沛县是 4700
公里的路程，大货车马不停蹄也要奔行8天8
夜，这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是为了帮助
新结识的朋友赵序磊（他的眼睛意外受伤，不
能开车），曼苏尔·帕塔尔和买买提·努尔东毅
然决然选择了长途代驾。

不知道他们这种长途代驾是否创下了人类
史上“最长代驾”、没有之一的记录，反正笔者是
从心底里敬佩他们，好朋友、好兄弟就应该这
样，你有困难我来帮，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4700公里的代驾，受助人赵序磊一方不
可能不提钱，让朋友代驾还垫钱，他们心里肯
定难安。但是你听听曼苏尔·帕塔尔和买买
提·努尔东朴实的回答：“我们没有想过那个
事情，他眼睛看不见，他有困难嘛，我们这么
好的关系，给我钱，就不是帮忙的事情了！”兄
弟情深，远胜金钱，曼苏尔·帕塔尔和买买提·
努尔东内心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非常清晰
和强大。他们数千公里帮朋友代驾的事迹，
理所当然地得到全网夸赞。

据《人民日报》1月8日报道，这事也引起
了江苏省沛县方面的高度重视，该县县委、县
政府专门写了感谢信，感谢信送到了库尔勒

市委、市政府。沛县还从“好人基金”中列支1
万元奖金，奖励两人的善行。感谢信和奖金
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也代表了一种态度，倡导
了一种精神，是对善行义举的褒扬。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既需要全社会在理论上了解和掌
握，更需要每个人躬身实践。优秀传统文化
就包括了与人为善、扶危济困、重义轻利等内
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包括不管你是哪
个省（区、市）的人，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
族，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要守望相助，团结
一心，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曼苏尔·帕塔尔和买买提·努尔东超长的
代驾、艰辛的付出、朴实无华的话语感动了无
数网友，从他们那里，我们看到了社会上普通
劳动者身上具有的传统美德、宝贵的价值
观。无数网友感动这件事情本身也说明，传
统美德、传统价值观仍然坚不可摧地在人们
的心灵里具有崇高地位。“美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感性显现”，正因为我们大家都认同这是我
们的一种本质力量，所以，我们才都被他们的
故事所打动，认为他们是美的！

别人身上的美，原来也是我的一种本质
力量。人皆可为尧舜。孟子说得好，你穿尧
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
愿以此句，表达对曼苏尔·帕塔尔、买买提·努
尔东的深深敬意。

“最长代驾”彰显兄弟情深
●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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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
力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
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
员会，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
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
度，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
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习近
平同志围绕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
幸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371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11月11日
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指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月6日，新疆金满西域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人
在加紧生产各类干果。该公司是六师五家渠市招商引
资企业，目前有5条生产线，以红枣、核桃仁、葡萄干、杏
干等干果精加工和面包烘焙为主，2021年实现销售额
6000万元，同比增长30%。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德江 摄

（武帆/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