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润清

智慧社区就是通过利用各种智能
技术和方式，整合社区现有的各类服
务资源，为社区群众提供政务、商务、
娱乐、教育、医护及生活互助等多种便
捷服务的一种模式。不难看出，作为
一种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的背后归
根结底还是服务。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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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9月25日至26日
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
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
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
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汪洋作
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经过各方面艰
辛努力，新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是经济
发展持续向好。2014年至 2019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 9195.9亿元增长到
13597.1 亿元，年均增长 7.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1282.3 亿元增长到

1577.6 亿元，年均增长 5.7%。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
代。二是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4年至 2019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9.1%。建成农村安居工程169万余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156万余套，1000
多万群众喜迁新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实施全民免费健康体检，农牧区医疗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标准化率均达100%，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9.7%。三是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2014 年，新疆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7.9 万户、308.9 万人，贫困村
3666个，贫困县32个。截至2019年，全疆累计脱贫292.32万人、退出3107个贫困
村、摘帽 22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9.4%降至 1.24%。其中，南疆 4地
州累计脱贫 251.16 万人、退出 2683 个贫困村、摘帽 16 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29.1%降至2.21%。“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家庭义务教
育阶段孩子因贫失学辍学实现动态清零，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参保
率均达 100%，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
善。四是中央支持和全国对口援疆力度不断加大。2014年至 2019年，中央财政

对新疆自治区和兵团转移支付从 2636.9 亿元增长到 4224.8 亿元，年均增长
10.4%，6 年合计支持新疆 2 万多亿元。19 个援疆省市全面加强全方位对口
支援，累计投入援疆资金（含兵团）96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引进援
疆省市企业到位资金16840亿元，中央企业投资超过7000亿元。总的看，新
疆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
基础。事实充分证明，我国民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新疆2500
多万各族儿女的智慧和汗水。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参与和支持新疆工作
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向新疆各族群众，向在基层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干部职
工，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化对治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形
成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坚持把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坚持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
实践证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必须长期坚持。全党要把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完整准确贯彻上下功夫，确保新疆
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习近平指出，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高举社会主义法
治旗帜，弘扬法治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
要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
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习近平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
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
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要深入做好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要发挥新疆区位优势，
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
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创新
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
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科学规
划建设，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
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持之以恒抓好脱贫攻坚和促进就业两件大事。要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制度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着重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9月25日至26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

■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
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9 月 25 日，
省长许勤在石家庄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张勇。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
东峰对张勇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阿里巴巴
集团是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企
业之一，在信息网络、电子商务、金融等领
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力。阿里巴巴集团与河
北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在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数字政府建设、商贸流通、稳定供
应链等方面，给予了河北大力支持。当前，
河北正处于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
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把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阿里巴巴集团发挥
技术、平台、人才等优势，持续深耕河北市
场，在新型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发展、数字
城市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双方进一
步梳理合作事项，加强工作对接，制定具体
方案，加快推动各项合作落地见效。

张勇说，河北发展数字经济资源丰
富、潜力巨大，阿里巴巴集团将充分发挥
数字化、数智化方面优势，在新基建、商贸
流通、数字化治理、数字乡村建设、科技冬
奥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助推河北高质量
发展。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沧
州肃宁举办，阿里巴巴集团希望借此平
台，通过独特的数字经济生态，带动河北
更多县乡村的特色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
走上数字化道路。

副省长夏延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
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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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峰会见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嘉宾
许勤叶冬松参加会见

新景楼社区的“智慧新景”
——在唐山高新区体验社区“云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 刘禹彤

21 栋楼，1380 户，3480 人。新景楼
社区是唐山高新区一个普通社区。

“社区建成14年，并不算新社区。是
‘智慧新景’让咱新景楼处处是新景。”
介绍起自己工作的地方，社区党支部书
记李德玲像在流利地说着“绕口令”。

若问新景楼到底有啥新景？李德
玲扬眉一笑：“可‘神’了！我带你们实
地瞧一瞧。”

108 楼居民何女士遛弯回家，到了
单元门前从兜里掏出的不是钥匙，而
是手机。扫一扫，智能门锁“咔哒”一声
开了。

“这回可真是安全了。”说起几年前

的遭遇，何女士心有余悸：“大半夜进了
贼，两万块钱说没就没了……唉！”

何女士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自
己和老伴每天提心吊胆，夜里总睡不
好觉。直到今年社区开发了“智慧新
景”建设，本社区居民进大门得“刷
脸”，外来客人需要经过本小区居民确
认才可进入。（下转第四版）

实践证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
正确，必须长期坚持。全党要把贯彻新时代
党的治疆方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完整
准确贯彻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保
持正确政治方向

今日导读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

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

事，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一体发

展，坚持移动优先，坚持科学布

局，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加快融合步伐

■做大做强网络平

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

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要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形成政策保障

体系

■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

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

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

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

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王成果）
9月 2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峰在保定市安国市会见参加省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的嘉宾。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主席叶冬松
参加会见。

王东峰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向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感谢。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后，王东峰指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
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河北是中医药大省，中医药文化底
蕴深厚，产业体系健全，名医大师辈出，
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省
大批中医药工作者踊跃投身抗疫第一
线，中医药全面介入诊疗全过程，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式充分发挥重要作用，有效
控制了重症发生率，提升了治愈率，降低
了病亡率，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
献。我们将以此次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大会为契机，扎实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带
动农业结构调整、服务脱贫攻坚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挖

掘中医药在抗击疫情、预防流感中的巨
大潜力，进一步培育壮大安国中医药等
产业基地和龙头企业，不断推进中医药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希望各位嘉宾充
分利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这一
平台，加强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全
面提升中医药发展质量和水平，齐心协
力为建设健康中国、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作出新贡献。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高度评价了河
北中医药发展取得的成效。她说，河北省
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中医药发展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推动中医
药产业和人才培育齐头并进，形成快速发
展的良好局面。希望河北抢抓重大国家
战略实施机遇，采取更多创新措施推动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
强化交流合作，一如既往支持河北中医药
更好更快发展。

陕西省副省长方光华，中国工程院院
士丛斌、吴以岭、张英泽，国医大师刘志
明、唐祖宣、张大宁、王世民、李佃贵，有关
国家部委、兄弟省市、科研机构、中医药院
校、学会（研究会）、中医院、中医药企业负
责同志；省领导高志立、范照兵、徐建培，
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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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所有高校所有专业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