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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采摘即将拉开帷幕
据天山网消息 9 月 2 日，
在
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广东地
乡李家庄村，韩勇强来到棉花地
里查看棉花长势，棉桃已经微微
裂口，
吐出白色棉絮。他说：
“最近
天气有点凉，
棉花长得有点慢，
估
计到9月底10月初就可以采摘了，
看样子要比往年推迟几天了。
”
韩勇强是国家统计局昌吉

调查队驻玛纳斯县广东地乡李
家庄村“访惠聚”工作队副队长，
从棉花播种到中间管理以及后
期采摘，全过程跟踪，这些天靠
近地面的棉桃零星开了。李家
庄村全部种的是机采棉，待到棉
花全部盛开后，再打脱叶剂，然
后机器开进地里采摘。
记者从新疆农业科学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了解到，今年北疆
片区棉花要等到 9 月下旬才能
采摘，南疆人工采棉预计到 9 月
10 日后可采摘。
“ 今年 8 月份雨
水较常年偏多，气温偏低，推迟
了棉花吐絮时间。预计今年南
疆的棉花采摘期会比往年推迟
一个星期。”新疆农业科学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崔建平说。

2019 年棉花目标价格为每
吨 18600 元。根据《2019 年自治
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工作要
点》，我区坚持“控制面积、降低
成本、提质增效、保障能力”方
向，从完善设计、健全补偿机制、
探索补贴方式、提升棉花质量、
稳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布局等
方面提出要求，以打造国家优质

棉花生产基地，提升我区棉花产
业竞争力，促进我区棉花产业深
度融合和持续健康发展。
据自治区统计局数据，2018
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达 3737 万
亩，比上年增长 12.4%，新疆棉
花产量达 511.1 万吨，比上年增
长 11.9％，占全国的 83.8％，棉
花产量再创新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扎实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深入开展确保取得实效

大批候鸟飞临巴里坤湖
9 月 8 日，记者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湖湿地拍摄蓑羽鹤。连日来，大批候鸟飞临巴
里坤县巴里坤湖以及周边湿地，数以万计的候鸟在巴里坤湿地一带驻足、
觅食、
栖息。
据天山网

基层群众将可免费观看 5000 场电影
据天山网消息 9 月 6 日，
“我和我的祖国”优秀电影展映
志智双扶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启
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依干其乡
赛克帕其村举行。即日起，全
疆 14 个地州市的基层群众将
可免费观看 5000 场电影。
此次活动由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新疆农
村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服务中心

共同举办。
据了解，今年 7 月下旬，国
家电影局要求，采用多种形式
展映展播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
代表性的优秀影片。中影新
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与新疆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管
理服务中心共同组织开展了
此次展映活动。

此次活动，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供的 30
部电影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
片，如《建国大业》
《流浪地球》
《港珠澳大桥》
《脱贫路上好支
书》等。
此次活动自 9 月 6 日启动，
将延续到 11 月，将在天山南北
的村庄、乡镇进行 5000 场次放
映，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生活。

石河子大学迎来建校 70 周年
已培养各类毕业生 18 万余人

据天山网消息 9 月 8 日，
石河子大学建校 70 周年纪念大
会在“戈壁明珠”兵团第八师石
河子市举行，
毕业于该校的全国
各地校友和在校师生齐聚一堂，
庆祝母校建校 70 周年。
石河子大学的前身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卫生学
校，1949 年 9 月创建于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新疆的进军途
中。1996 年，由石河子农学院、
石河子医学院、新疆兵团师范
专科学校和新疆兵团经济专科
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石河子大
学。目前，石河子大学是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

西部重点建设高校和省部共建
高 校 ，2017 年 入 选 国 家“ 双 一
流”建 设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高 校 ，
2018 年入选“部省合建”高校，
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排序。
据悉，多年来，石河子大学
先后培养各类毕业生 18 万余
人，成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
骨干力量。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始终保持在 90%以上，64%的毕
业生留在新疆、兵团就业，发挥
了
“教育戍边”的独特作用。
数据显示，70 年来，石河子
大学的专任教师从建校之初的
18 人发展到 1695 人。累计承
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4500 余

项。先后与新疆兵团 14 个师
152 个农牧团场及新疆 45 个地
州、县市、企业建立科技服务协
作关系。现有 92 个本科专业，
面向全国 31 个省(市、区)招生，
有在校生 41559 人。
石河子大学还广泛开展对
外交流与合作，
成立了国际教育
中心，
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孔子
学院；
先后与美国、
俄罗斯、
白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
奥地利、
日本、
韩国等国家 70 余
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了多层
次、
宽领域的交流合作，
有 15 个
国家 1200 余人来校留学。

（上接 1 版）坚决把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
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
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落到实处，切实做好稳定发展
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指导主题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借鉴运
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把第二批主题教育谋划好
组织好。要明确任务举措，突
出重点精准实施。紧紧围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
题，牢牢抓住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个根本任务，
全面把握主
题教育总要求，
突出抓好县处级
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主题
教育，
抓实抓好
“四个到位”
，推
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
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
融合、
贯穿始终，
做到学做结合、
查改贯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
题改，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
监督、接受群众评判，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
干部在主题教育中
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
神，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担
当使命任务的实际行动。要加
强组织领导，提高主题教育质
量。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展
第二批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
层层压实责任，
地州市、
县
市区党委要抓好自身和基层，
承
担落实好上下联动的整改任务，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作好表率、
担
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自治区
巡回指导组和各级指导组要从
严从实、分级分类加强督促指
导，
确保主题教育质量。要坚持
统筹兼顾，
把主题教育与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结合起来，与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结合起来，
与落实稳定发展各项
任务结合起来，
与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
扎实实的成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雪 克 来 提·扎 克 尔 、肖 开
提·依明、孙金龙、徐海荣、王君
正、田文、纪峥、杨鑫等出席会
议。

致全州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上接 1 版）希望全州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重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四
有”要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真心关爱学生，真情
尊重学生，真诚帮助学生，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学生
把好人生方向、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更好地担负起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重大责任和神
圣使命。全州教育部门和各学
校要把大力提升教师队伍思想
政治素质和能力水平作为教师
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抓紧抓
实，深入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坚持严管与厚
爱并重，锻塑爱岗敬业、为人师
表、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激发
教师崇德、修德、养德内生动
力，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
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
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为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筑牢坚实基础。
稳定发展，教育为先。当
前，巴州正处在推进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
进一步做好教育工作，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让各族群众在
教育上有更多的获得感。今年
教师节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全州各级党政要以庆祝新
中国 70 周年华诞为契机，切实
增强做好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
力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改善
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
教师权益，增进教师福祉，减轻
教师工作负担，充分信任、紧紧
依靠广大教师，支持优秀人才
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营造党以
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责、民以
支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的良
好局面，让教师成为最受尊敬、
最令人向往的职业。
最后，祝全州广大教师、教
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节日
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
家幸福！
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委员会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
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