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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32 名党员干部
在朝觐事务管理中违纪违法被查处
晨报讯：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近日，自
治区纪委监察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纪委监察局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了艾尼瓦
尔·吐尔地等 32 名党员干部，在朝觐事务管
理工作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滥用职
权、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纪
违法案件。
给予自治区民委（宗教局）原副巡视
员、朝觐办原主任艾尼瓦尔·吐尔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
给予克州党委原常委、公安局原党委
书记、局长王新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
给予阿图什市委原副书记、市长亚力
坤江·吐尔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委原副书记、组织部部

长、政法委书记李蜀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
政法委副书记木合塔尔·麦麦提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民委（宗教局）原党组副
书记、主任米吉提·达吾提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将以上 6 人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给予克州民委（宗教局）党组书记、副
主任赵平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哈拉峻乡党委委员、统
战干事艾斯卡尔·沙吾提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给予阿图什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主

任吴林，阿图什市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主任买买提艾力·阿不力孜党内严重警告、
撤职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副市长阿克坦·阿不都
拉木提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
给予克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依马木·
肉孜，克州党委政法委调研员、副书记玉素
甫江·买买提，阿图什市工商联副主席依达
衣提拉·托尔孙，阿图什市民委（宗教局）原
党组书记息新力，阿图什市社保局局长肖
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李春明，阿图什市阿湖乡副乡长高东伟，
阿图什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主任肖开提·阿
力木党内警告、撤职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农业局党组副书记、局

严肃政治纪律 严厉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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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严肃查处在朝觐事务管
理工作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滥用职
权、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纪
违法案件，
对 32 名党员干部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的人员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32 人中，
有的在朝觐事务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违规安排不符合条
件的人参加朝觐，索要、收受贿赂，有的对
朝觐事务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安排部署
和监督检查，严重失职。严肃查处这起案
件，
依纪依法处理涉案党员干部，
是自治区
党委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的具体行动，彰显了自
治区党委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
纪国法、严肃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彰显了坚定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宗旨信念，深得党心，深得民心，也为全
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在新疆看干部，首先看维护祖国统
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
现，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
戏。自治区党委历来高度重视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依法管理朝觐事
务。这 32 人无视政治纪律，没有真正从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政
治高度，落实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说一套做一套，对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
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抵住错误
思想侵蚀，把手中权力当作换取金钱、捞
取好处的筹码，把政治纪律、工作纪律视
为儿戏，贪赃枉法，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
领地”，违纪违法情节恶劣，严重损害了

《今起征集600面国旗送护边员》续

群众利益、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性质严重的腐
败案件，更是一起带有重大负面影响的违
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件，肃清其影响极其
重要。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
须严守政治纪律，这是对党员干部第一位
的要求；必须认清形势，在维护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等大是大非
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坚决、
行动自觉，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始终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保持严厉惩治
腐败的高压态势，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对腐败案件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以铁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以从
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凝聚
党心民心。
（本报评论员）

今年新疆新建和改扩建七个机场
富蕴机场将完工并投入使用，莎车、若羌机场将开工建设
晨报讯：昨日记者从新疆机场集团获
悉，2015 年新疆同时新建和改扩建 7 个机
场建设项目。其中，富蕴机场迁建、哈密
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程将完工并投用；且
末机场迁建、和田机场改扩建工程计划完
成到总投资的 90%以上；库尔勒机场改扩
建工程计划完成到总投资的 55%；莎车、
若羌机场新建工程将开工建设。
据介绍，新富蕴机场将在今年投入使
用，该机场位于 226 省道与 216 国道岔路
口西南侧约 3.5 公里处，距离富蕴县城中
心直线距离约 21 公里，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在富蕴县科普阔拉阿根场址开建。机
场可满足 2020 年年旅客吞吐量 16 万人
次、起降 2540 架次、货邮吞吐量 350 吨的
近期目标，以及 2030 年年旅客吞吐量 35
万人次、起降 5000 架次、货邮吞吐量 800
吨的远期目标。
哈密机场飞行区改扩建项目包括扩
建跑道、扩建站坪、新建东端联络道、扩建
跑道东端的掉头坪、新建东端防吹坪以及
导航气象、助航灯光等相关配套设施。
库尔勒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包括新
建航站楼 2.5 万平方米；站坪机位扩建，增
加 7 个 C 类机位，站坪面积增加 4.6 万平
方米；新增一条联络滑行道；配套新建停
车场 9500 平方米；改扩建航管楼、消防救
援中心等相关设施。
预计今年开工的莎车民用机场新建
项目，是我区民航“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项目批复规模为机场飞行区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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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新建跑道 3000 米×45 米，航站楼面积
3000 平方米，站坪机位 4 个（4C），配套建
设通信、导航、气象等辅助设施。
若羌楼兰民用机场定位为国内支线
机场，主要承担航空运输支线、通用航空
的飞行任务。场址位于若羌县西面的吾
塔木乡西塔提让村西侧。飞行区按 4C 标
准设计，新建一条 2800 米跑道，航站区按
满足 2020 年游客量吞吐 12 万人次、货物
吞吐量 480 吨的目标设计，航站楼总面积

长吾斯曼江·玉苏甫，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
党委委员、副镇长马文刚，阿图什市委组织
部科员钟崇伟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阿图什市民委（宗教局）科员阿里
甫江·买买提警告处分；
给予克州林业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
斯卡尔·卡吾力，克州经信委党组书记、副
主任派孜拉·买买提，克州科技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莫合塔尔·阿不力米提，阿图什
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杨立新，阿图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托合提·艾则孜，阿图什
市上阿图什镇镇长米吉提·苏力堂，阿图什
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肉孜·买买提，
阿图什市阿扎克乡党委委员木特力甫·阿
洪，阿图什市执法局局长吐尔洪江·阿不力
米提通报批评。
（姚彤）

3000 平方米。
经过大规模建设，疆内在用机场已由
10 个发展到 16 个，新疆已成为全国民用
机场数量最多的省区。
又讯：昨日记者从 2015 年新疆民航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4 年全疆机场累计
完成旅客吞吐量 219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2015 年，力争全疆机场实现旅客
吞吐量 2340 万人次。
（晨报记者 于惠如 通讯员 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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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十面国旗
替爸妈了心愿

晨报讯：由新疆经济报社联合新疆公
安边防总队、新疆青年社会组织促进会、新
疆大晨报股份公司共同举办的“迎新年 送
国旗——我们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大型专
题活动启动首日，乌市一对老人、86 岁的程
广银和 79 岁的常银芝夫妇即致电表示要赠
送 10 面国旗。12 日，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
委托女儿将国旗送到报社，以完成 2015 新
年伊始的一个心愿。
12 日下午，51 岁的乌市市民程建萍捧
着 10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来到报社：
“这是替
我父亲程广银和母亲常银芝赠送的十面国
旗。我父亲是一名老八路军战士，给新疆
的护边员送国旗是他们老两口今年的一个
心愿。”
程建萍说，她父亲是曾经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老八路，老人家在得知本报面向全
国征集国旗赠送给护边员的当天，就提出
要赠送 10 面国旗，但因年事已高不便外出
就委托她送来。
然而岁末年初工作繁忙，程建萍一直
没能抽出时间，直到 12 日上午老父亲着急
地向她发火，她才赶紧跟单位请假将国旗
送到报社。
“ 这 10 面国旗交给你们，请你们
转赠给辛劳的护边员们，算是完成了我父
亲的一个心愿。”程建萍说。
常银芝老人在电话中说，老伴儿从十
几岁起就参加八路军，见证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又亲身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由贫穷
落后走向繁荣昌盛，发自内心对党忠诚。
他们老两口经常教育儿女要热爱国家、忠
诚奉献，
“ 新疆的护边员在气候恶劣、地形
复杂的条件下忠实履行护边巡防任务，将
国 旗 赠 送 给 他 们 ，表 达 我 们 的 关 心 与 敬
意。老程作为一名老兵感到无比光荣，我
也很高兴。
”
“迎新年 送国旗——我们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大型专题活动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
启动，面向全国征集 600 面国旗（尺寸为 4
号），赠给全疆 600 位优秀护边员。爱心单
位、企业或个人可以将国旗直接寄给护边
员，不方便邮寄者可委托本报或有关单位
代为送达。
《新疆经济报》、亚心网、
《都市消
费晨报》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同步开展“新年
我与国旗合个影”
晒微信微博活动。
同时，我们还面向全国征集巡边防护
装备，赠给优秀护边员。爱心装备包括户
外服装、鞋帽手套、急救箱包、餐饮食具等。
（晨报记者 王前喜）
活动 新疆经济报热线：0991-2332215、
咨询 15099509687
热线 都市消费晨报热线：
0991-88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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