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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阿木冬·尼牙孜

在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推进新疆发展
的关键时期，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撰
写了《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这是对全
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对维吾尔族群众的积极
倡议和有力鼓舞。各族领导干部纷纷发声
亮剑，向“三股势力”全面宣战，这是严厉打
击“三股势力”、彻底铲除“三股势力”滋生
土壤、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我们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
复杂的、艰巨的，始终没有停止过。当前新
疆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
“三股势
力”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给新疆各族人
民带来深重灾难。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宗
教极端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欺骗穆斯林
群众误入歧途、走向犯罪。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确立了正
确的治疆方略，自治区党委围绕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打出了一系列反恐维稳
“组合拳”
，
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对党、
对祖
国、
对人民负责，
我完全拥护。实现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党员干部是关键。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要
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宪法。
一是忠于党。党员同志们首先不能忘
记当初入党时的誓言。要尊崇党章、践行
誓言，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执行党的决策部署、
严守党规党纪，做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撰写的《致维吾
尔族同胞的觉醒书》，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
应有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质，为我们树立
了榜样。
二是忠于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
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华各族儿女永远是祖
国母亲的孩子，背叛祖国就等同于背叛母
亲。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国家干部都要强
化国家意识，坚决反对背叛祖国的言行，坚
决维护祖国统一。买买提江·托乎尼牙孜
同志生前是阿克苏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在
反恐斗争中英勇牺牲，为祖国、为人民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同志还有许
多，他们展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勇气
概和高尚情操。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中华儿女，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三是忠于人民。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负责、对事业
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体现在对党对人民
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面对事关
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稳定团结发展
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员干部必须毫不动摇
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决不能三心二
意，更不能搞“两面派”，要坚决与“两面人”
作斗争。否则，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
背叛。
四是忠于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疆，进
一步加大地方立法力度，加强对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的监督，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提供坚强、及时、有效的法治保障；要
深化宪法意识、法治思维、法律知识的教
育、培养，提高各级干部依法治理、依法管
理、依法办事的意识、能力、水平。要大力
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引导群众、特别是信
教群众树立国家意识、尊法守法观念，明白
自己首先是公民，首先要遵守法律，努力把

旗帜鲜明 勇于发声 坚决与“三股势力”斗争到底
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 阿不利孜·阿不都热衣木
近日，以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为
代表的一大批维吾尔族党员干部主动发声
亮剑，
在全社会弘扬正能量，
充分展现了党员
干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爱党爱国情
怀，
激励着全疆各族党员干部为实现新疆的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我要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学
习，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
忠诚，坚决同破坏新疆稳定的“三股势力”
作斗争，坚决与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
作斗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
决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投入到自己
的本职工作中。
一是始终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
分裂作为人生第一坐标。我要切实做到以
身作则、率先示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
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将“三
个离不开”
“ 五个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耳清目明，认清
新疆现在面临的“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
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
思想防线。
二是始终将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作为自己行为的第一准则。作为一名党员
领导干部，我要坚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视为生命、放在首位，始终做到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忠诚，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
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变；时刻牢
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
党工作，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时刻坚持党
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不断加强对党的理
论方针的学习，确保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
工作部署不走样。
三是始终把聚焦总目标、落实总目标
作为自己工作的旗帜和方向。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新疆工作，确定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
的治疆方略，明确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这一新疆工作的总目标，为进一步做好新
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
大动力。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要以
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时不我待的作风、义无反顾的境
界，聚焦总目标、盯住总目标、落实总目标；
要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结合
自身岗位职责，加强对民族工作、宗教工作
的深入思考，切实履职担当，扑下身、沉下
心，出实招、干实事；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带头开展好“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
联谊活动，促进各族干部群众相互了解、相
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
互帮助；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学转促”专项
活动，坚决反“四风”、破“四气”，脚踏实地、
一丝不苟地做好组织安排的每一项工作，
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感党恩 讲党性 做对党绝对忠诚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翻译处处长 阿不都吉力力·阿不都合力力
我出生在和田地区洛浦县，是新疆发
展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作为在党和国
家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族党员干
部，我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
信任。近日，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撰
写的《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引发全区上
下热烈反响，全区维吾尔族干部群众纷纷
发声亮剑，亮明观点、表明心声，充分彰显
了 全 区 维 吾 尔 族 同 胞 坚 决 打 击“ 三 股 势
力”、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强烈
愿望，彰显了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坚决
消灭“三股势力”的信心和决心。
始终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讲党
性感党恩。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的立场
态度，对少数民族群众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一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做到思想上更加清醒、政治上更加敏
锐、态度上更加鲜明、立场上更加坚定、行

动上更加坚决；一定深刻理解总目标是党
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科学定位，是党中央治
疆方略的核心要义，是对新疆各族人民的
亲切关怀；一定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
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把总目标作为一切工作的着眼点、着力
点。
始终坚决向“三股势力”举旗亮剑，讲
纪律讲原则。反恐维稳“三期叠加”的严峻
复杂形势，是考验我们维吾尔族党员干部
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与否的关键时刻，我
们一定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做到认识不
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坚定理想
信念，态度鲜明地向“三股势力”亮剑，坚决
与“两面人”作斗争，坚决不做“老好人”；要
充分发挥维吾尔族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引
领作用，争做维护社会稳定的表率、冲在一
线的先锋，高举维护法律尊严的旗帜，高举
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安
全的旗帜，发挥自身情感、语言等方面的特

殊优势和作用，教育引导群众擦亮眼睛、明
辨是非，共同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
始终坚持履职尽责负责，讲担当讲奉
献。我作为党委办公厅的领导干部，一定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
新疆确定的总目标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
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模范践行“五个坚持”，
结合开展“学转促”专项活动，坚决破除“四
风”
“四气”。我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关系到
是否能将党中央的关怀和声音传递到全区
各族群众心里，关系到自治区党委的部署
和要求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到全疆各地。我
将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过硬的作
风，强化服务意识，规范工作程序，勤勤恳
恳、恪尽职守，确保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
第一时间落实到基层，以实际行动践行总
目标、落实总目标，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作出应有的贡献。

个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
道，
为团结稳定奠定法治基础。
我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疆
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的总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全疆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起来给予暴恐
分子毁灭性打击
自 治 区 司 法 厅 党 委 委 员 、副 厅
长 帕热哈提·吐拉洪

我出生在博乐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从
记事起，父母就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一定要
感恩党和祖国、珍惜美好生活、热爱中华
民族大家庭；从记事起，我就和各民族的
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学习、成长，彼此建立
了纯朴深厚的友谊和感情。长大后，我穿
上了神圣的警服，在党的培养下，我从一
名基层民警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多年工作实践中，我目睹了暴恐分子
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的累累罪
行，亲身经历了与暴恐分子你死我活的直
面战斗。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我对“三股
势力”的暴行义愤填膺，对他们的丑恶嘴
脸深恶痛绝！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
子”，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新疆繁荣发展的
大好局面。事实证明，
“三股势力”是破坏
新疆稳定团结发展的罪魁祸首，只有把他
们彻底消灭干净，新疆才能实现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
党员干部要坚定立场，旗帜鲜明地向
“三股势力”宣战。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守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
方向；要坚决与“两面人”作斗争，坚定不
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总目标。
当前，新疆正处于两个“三期叠加”的
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一名司法部门的领导
干部，我要聚焦总目标、盯住总目标、落实
总目标，勇敢担当、冲锋在前，打好反恐维
稳“组合拳”，坚决做到“六个抓好”
“ 五个
管住”
“ 四个全覆盖”，紧紧依靠各族人民
群众，坚决打赢反恐维稳人民战争；要持
续深入推进严打斗争，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高调反恐、重拳出击，从司法行政工
作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服务好严打工作，坚
决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带头开展好“学转
促”专项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各族
干部群众作出表率，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
众真抓实干，确保各项维稳工作措施落到
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