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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国在会见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时强调

忠诚于党和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为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不断作出新贡献

晨报讯 （姚彤）18 日上午，自治区党
委书记陈全国在乌鲁木齐会见了《致维吾
尔族同胞觉醒书》作者、自治区优秀共产党
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吾布力喀斯木·买
吐送。
陈全国对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多年
来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
的优秀品质给予高度评价，对他为维护祖
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陈全国说，吾布力喀斯木·买
吐送同志在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疆方略特
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深入
开展严打专项斗争的关键时期，发表了
《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发出了对中国
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声，对国家
和人民的忠诚之声和坚决与“三股势力”
作斗争的正义之声，引发了全疆各族干部
群众的强烈共鸣，在天山南北凝聚起了各
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
定、维护民族团结的强大正能量。吾布力

喀斯木·买吐送同志是我区民族干部的榜
样、是全区干部群众的榜样、是全社会的
榜样。陈全国希望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带头作
用、引领作用、示范作用、表率作用，始终
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
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
的感情特别真诚。
陈全国指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为榜样，学习
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爱国热情、务
实的工作作风、真挚的民族感情、鲜明的
是非标准、质朴的为民情怀，进一步凝聚
起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
合力。要强化“四个意识”，作对党忠诚的
模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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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新疆距离首都北京虽远，但自治
区党委、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和各族群众的心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地贴在一起、紧紧地连

在一起。要坚决开展反分裂斗争，作维护
祖国统一的模范。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坚
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反
分裂斗争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
明、立场坚定，认识统一、表里如一，态度
坚决、步调一致，敢于发声亮剑、敢于冲锋
在前。要增强“五个认同”，作促进民族团
结的模范。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
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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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坚定地
作民族团结的促进者、维护者、捍卫者。
要维护和谐稳定，作落实总目标的模范。
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
深入扎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维护稳定
的“组合拳”，迎难而上、扎实工作，为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自己的全部智
慧和力量。要坚定理想信念，作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的模范。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建设团结和谐、繁
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疆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陈全国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赠送
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希望他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维护
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
动回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
怀与厚爱。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表示，一定以荣
誉为激励，继续冲锋在前、敢打头阵，与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一道坚决同“三股势力”和
暴恐分子作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
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定不
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学军
一同会见。

乌市一中今年两大校区同时招高一新生
新高一的师资全部来自今年高三毕业班的教师
晨报讯 （记者 沈祖啸）还有 1 个多月
就要中考了，对于有志报考乌市一中的家
长和考生来说，好消息来了：今年乌市一中
北门校区和经开区校区两大校区同时招
生。
乌市一中校长李志贵昨天告诉记者，
2017 年乌鲁木齐市一中计划招生 14 个班，
招生计划和去年一样，其中北门校区招收
6 个走读班，经开区校区招收 8 个寄宿制
班，这 8 个寄宿制班的学生，既可选择走
读，也可选择住校。
在师资配备上，李志贵说，新高一的师
资全部来自今年高三毕业班的教师，均匀
配比两个校区的新高一年级。
坐落在乌市解放北路的乌市第一中学
成立于 1891 年，至今已走过 126 年。
乌鲁木齐市一中经开区校区今年秋季
投入使用后，将开设体育、美术、音乐、科技
等特色班，并设立国际部，全力打造现代
化、特色化、国际化的寄宿制高级中学。
能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的教学楼、可同
时容纳 3000 人就餐的食堂、功能齐全的图
书信息楼、一年四季可用的体育馆、可进行
天象观测的天文音乐馆、能容纳 1500 人的
艺术馆、两层楼的室外卫生间……新校区
建筑设计、设施可谓“高大上”
。
在环保节能方面，李志贵说，新校区采
用了多项先进技术成果。如智能消防、
中水
处理、
太阳能供热系统、
新风换气系统等。
在安全方面，李志贵说，校园设有无死
角安全监控，外围设有电子报警围栏，宿舍
设有应急报警系统、消防喷淋系统等安全
设施。
乌鲁木齐市一中经开区校区位于乌鲁
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喀纳斯湖路，总投
资 5.51 亿元，校区占地面积 14.5547 公顷，
建筑总面积 13 万平方米，北侧为新疆软件
园，南侧为经开区公务员小区德泽园，西侧
与乌奎高速相距 80 米。
又讯：乌市一中今年拟招 65 名体育、
音乐、美术特长生，其中，体育特长生拟招
25 人，音乐特长生拟招 15 人，美术特长生
拟招 25 人。
体育特长生报名考试时间为 5 月 21
日，考试地点在一中北门校区。音乐、美术
特长生报名现场确认时间为 5 月 20 日上午
11：30，现场确认地点：乌市第一中学经开
区校区。专业考试为 5 月 27 日（周六），文
化测试为 5 月 28 日。

乌市一中两大校区
同时招收高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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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方式

师资

北门校区

6 个走读班

经开区校区

8 个寄宿制班（学生可走读可住校）

今年高三毕业班的教师
均匀配在两个校区
制图/杨波

乌鲁木齐 2017 年中考政策出台

今年普通高中计划招生 20735 人 班额 55 人
晨报讯 （记者 沈祖啸）2017 年乌鲁
木齐市中考政策出台，今年首府普通高中
报考仍然实行考试后知分网上填报志愿，
按照“分数排序，遵循志愿”的方式分 3 个
批次依次进行。这是记者昨天从 2017 年
乌鲁木齐市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招生工
作会议上获悉的。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乌鲁木齐普
通高中计划招生 20735 人，其中国办普通
高中计划招生 17875 人，民办学校计划招
生 2860 人。一批次录取人数达到 11055
人，
与去年持平。
今年中考将于 6 月 24 日、
25 日和 26 日
举行，
2017 年初中毕业生共计2.8万余人。
乌市教育局规定，任何学校均无权改
变招生计划擅自招生，未经乌市教育局和
自治区教育厅审批同意，任何学校不得在
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地区招生。
高中招生及学籍管理严格实行“三号
统一”，即：普通高中录取编号、学籍号、毕
业证号“三号统一”。未经正式录取，没有
取得普通高中录取编号的考生，不能注册
高中学籍。普通高中规定招生班额为 55

加分照顾政策
民考汉考生：
享受中考录取加 50 分的政策
回族考生，归侨及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烈士子女，因公牺牲、致残
（一级至四级）的人民警察子女和人民解放军子女：
中考原始总成绩加 10 分
户口在乌市的现役军人子女：
中考原始总成绩加 10 分
经录取学校认定、乌市教育局招生领导小组审核通过的特长生：普通高中录取
时，
中考成绩原则上不能低于 2017 年国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 70%。

人。
今年首府普通高中报考仍然实行考
试后知分网上填报志愿。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具有本市常
住户口或在乌市具有 9 年完整学籍并实
质性就读的非本市户口的初三应（历）届
毕业生，均可以自愿填报 3 个批次 10 个志
愿，其中，一批次和二批次各设 4 个平行
志愿，三批次设两个平行志愿。
非乌鲁木齐市常住户口，在本市有连
续 3 年完整初中学籍并实质性就读的初

三应（历）届毕业生，均可以志愿填报 3 个
批次 8 个志愿。
据悉，达到国办普通高中录取标准，
但国办普通高中志愿均落选的考生，将组
织考生网上征集志愿，根据考生填报志愿
择优录取；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开始进
行第三批次的录取。
各民办普通高中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应不低于当年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
80%，低于民办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
生不能注册高中学籍。

乌市初中学校不得考试选拔学生
晨报讯 （记者 沈祖啸）不管是公办
还是民办，小升初都不得采取考试选拔学
生。记者昨天从 2017 年乌鲁木齐市基础
教育和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会议获悉，乌鲁
木齐 2017 年初中招生工作规定正式出台，
明确规定公办和民办初中学校均不得采

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成
绩、奖励、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的入
学依据，
不得擅自作出书面或口头承诺。
乌市教育局表示，对于在招生工作中
违反招生规定、扰乱招生秩序的个人和单
位，
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严肃查处。

自前年起，首府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生开始实行电脑分班，今年还将继续对起
始年级学生实行统一电脑派位，均衡编
班。
今年，国办初中学校的招生计划为每
班 5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