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团网：www.bingtuannet.com

兵团日报社出版

星期四

2022年6月

CN 65-0006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今日8版

第14487期

日

团炬客户端

23

邮发代号：57-38

农历壬寅年五月廿五

责任编辑：潘瑞雄 视觉：武帆记者部：0991-5509365 通联发行部：0991-5509385 广告部：0991-5509396投稿邮箱：btrbtlb@126.com本报社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景和街兵团新闻出版大厦 邮编：830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新工商广字6500005000009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22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
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
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
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强化大型支付平
台企业监管促进支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
康发展工作方案》。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数据基
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
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
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
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
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
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
避免盲目无序。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
人才成长规律，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
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
所成。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
企业回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
短板，保障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防
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支持平台
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
正出席会议。 ▶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6月 22日电 6 月
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
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
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
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
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
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世界向
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
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
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强调，历史长河时而风平
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向
前。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开放

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携手合作、
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我们要
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
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
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第一，我们要团结协作，共同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惨痛的历史表明，
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
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
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以牺
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安全，必然会陷
入安全困境。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
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
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我们要不忘

联合国宪章初心，牢记守护和平使
命。不久前，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
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坚持统筹维护
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国际
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
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

▶下转3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6 月 22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出席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把握
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
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6 月 22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出席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把握
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
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殷
博古 摄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6 月 19
日，兵团第八次党代会胜利闭幕。连日
来，来自兵团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500
多名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
命担当、过硬的纪律作风，认真履职尽
责，积极建言献策，为发展谋大计、为未
来谱新篇。“忠诚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
命”是参加兵团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们
热议的重要话题之一。

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
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
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做好
兵团工作，忠诚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
命，要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
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从
实施层面，要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推
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构建维稳戍
边新优势、深入推进平安兵团建设，履职

本领要更加高强，维稳戍边更有力有效。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国之大

者，安全为要。政治安全是新时代国家
安全的命脉根基，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
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要始终把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深刻领
会、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时
时放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部
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工作责任，筑牢
护卫国家政治安全的铜墙铁壁。

构建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法治化
才能常态化，常态化必须法治化。既要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风险、打击犯
罪、处理问题、化解矛盾，又要常态化推进
反恐维稳工作，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长期稳定。兵团姓“兵”，优势在“兵”，
要进一步增强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
坚持制度先行，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为发
挥好兵团特殊作用蓄势助力。

深入推进平安兵团建设。平安是人
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
本前提。推进平安兵团建设，要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
和隐患防控协同机制，用心做好信访工
作。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行

“党建+网格+信息化”治理新模式，不断
深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打造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蓝图催人奋进，发展时不我待。乘
着兵团第八次党代会的东风，锚定目标、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定信心、乘势而
上，我们要把重大历史机遇转化成更好
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的强大动力，
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忠诚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
——二论学习贯彻兵团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兵团日报评论员

■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
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 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 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保障支付和金融基
础设施安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日前，我负责组织的“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2022年吕梁市“体彩
杯”足球比赛精彩开幕。

八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我时的场景，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
中，一直激励着我做兵团精神、吕梁
精神的忠实传播者、践行者。作为山
西省吕梁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把工作
往深里做、往实里做。

2014年4月29日，是我终生难
忘的一天。

这一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
到六师共青团农场考察。作为优秀
援疆干部代表，我有幸受到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

当习近平总书记用温暖而有力
的手握住我的手时，我热泪盈眶。了
解了我在吕梁市和兵团的工作生活
情况后，总书记又关切地询问我援疆
的感受。

“总书记，援疆两年来，兵团精神
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我学到了好多

东西，很受教育、
很受锻炼。”我激
动地汇报。

“希望你今后
把兵团精神和吕

梁精神结合起来发扬光大，为建设新
疆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
语重心长，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党和国
家对援疆干部的关怀、厚爱和期望，
也为自己是一名援疆干部而感到无
比自豪。

八年来，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
终激励我砥砺前行。

2015年10月，在圆满完成三年
援疆工作后，我回到山西，担任吕梁市
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在吕梁市
石楼县和合乡南割毡村担任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期间，我始终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好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努
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有一次，村里一位排队挑水的老
大爷引起了我的注意，看见他跪在山
沟里的小河边，一勺一勺往桶里舀
水，我的眼眶湿润了。

多方反映情况，多次到相关部门
申请，千方百计协调推进，我为村里
争取到了人畜饮水工程项目。从此，

南割毡村通了自来水，群众告别了祖
祖辈辈在山沟里挑水吃的历史，我也
获得“感动吕梁”2017脱贫攻坚年度
人物提名奖。

2019年4月，担任吕梁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后，我高度关注多年
未能解决的吕梁市游泳馆问题，确保
32个整改项目全部落实落地。

随后，我带领体育局一班人圆满
完成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吕梁赛区
相关组织保障工作。在这次运动会
上，由吕梁市体育局选送的运动员获
得 19 金 9 银 5 铜的好成绩。2021
年，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赛场上，由
吕梁市体育局选送的运动员在竞技项
目和群体项目上收获3金1铜，吕梁
市人民群众圆了全运会“金牌梦”。

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仍在我耳
边回响。把兵
团精神同吕梁
精神结合起来
发扬光大，是我
毕生的追求。

（马小军
口述 兵团日
报全媒体记者
兰玲玲 整理）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激励我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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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生，兵团这些政策实打实 详见6版

乌鲁木齐讯（新疆日报记者 姚彤
王兴瑞 刘翔）新疆公安英模先进事迹
报告会22日上午在乌鲁木齐举行。会
前，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会
见了我区受到全国表彰的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和立功集体代表。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开提·依
明，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
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李邑飞
参加会见。

马兴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
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和崇高敬意，向全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
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全区公安系统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
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忠诚履职，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
定、人民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受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转化为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做好我区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创
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马兴瑞强调，全区公安机关要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以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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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加快反恐维稳法
治化常态化专业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持
续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决
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努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法治新疆，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公安工作，大力弘

扬英模精神，落实从优待警措施，为广大
公安民警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

报告会上，来自我区基层一线的10
名报告人，以质朴的情感、生动的语言、
丰富的事例，深情讲述了莎车县公安局
某大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红庙子派出
所、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若
羌县公安局依吞布拉克公安检查站、哈
密边境管理支队下马崖边境派出所5个
先进单位和“人民英雄”艾热提·马木提、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丁永刚、“全国特级
优秀人民警察”张晨阳、“全国公安机关
爱民模范”热合曼·艾海提4名优秀民警
的先进事迹，真挚展现了我区公安机关
和各族公安民警在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
定，保障人民安全幸福，全力推进长治久
安的实践中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
精神和时代风貌。

王明山、哈丹·卡宾、陈明国等参加
有关活动。

新疆公安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乌举行
马兴瑞艾尔肯·吐尼亚孜肖开提·依明努尔兰·阿不都满金李邑飞会见英模代表

■ 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