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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学
前教育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后，同年 9月，
自治区人民政府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向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

为跟踪监督报告中的各项承诺兑现
情况，2020年 6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
成视察组，赴地州县市乡镇农牧区实地检
查。

“视察组还与当地人大一道，对学前
教育工作进行了联合跟踪监督。这也是
自治区人大首次就监督工作与地州市人
大联合开展视察。”田雷振说。

视察组实地查看各类幼儿园，召开座
谈会，与人大代表、幼儿园教职工、幼儿家
长及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

“学前教育涉及规划设置、建设、移

交、管理、师资、教学等诸多环节，需要政
府及相关部门单位齐心协力，形成合力。”
座谈会上，某基层教育局负责人直言。

视察组发现，个别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相关部门职责不清，工作落实
不到位，是导致学前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紧
张的重要原因，视察报告连同常委会组成
人员审议意见一并转交自治区人民政府
研究处理。

自治区人民政府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连同视察报告转发
各地州及有关部门，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
审议意见和视察报告所列问题抓紧整
改。同时，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指导组，
赴相关地州市调研指导并抓好整改。

截至 2020年末，整改成效初显：乌鲁
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采取“集团化办园”

模式整合资源，通过启用新建小区配套幼
儿园并统筹民办幼儿园办成公办园，政府
与 22所存量民办幼儿园签订协议转公
办，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近 7000个；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全力推进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投资2亿元新建城市幼
儿园 11所，民办幼儿园转普惠性幼儿园
15所，有效填补学前教育供给短板；吐鲁
番市新建公办幼儿园 11个，民办园转公
办5个，全市城镇中心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100%。

“对于问题突出的地州市，我们委托
当地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专项报告、专题
询问等方式，进行持续监督、跟踪监督，监
督情况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积极推
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学前教育各项安排
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田雷振说。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推进学前教育成效初显

“入园难”问题得到缓解
“全疆各地积极行动，寻

症结、查原因，找对策、出实
招，全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整改效果初步显现。”1
月12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任田雷振介绍，“截至 2020
年底，乌鲁木齐市增加公办幼
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47
所，增加学位14000余个，入园
难问题得到缓解。”

面对城市日益凸显的学
前教育资源紧张，特别是入园
难、入园贵问题，自治区人大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连续两年
对学前教育工作进行跟踪监
督、持续监督、连续询问。

“某小区居民反映，按照幼儿园通知
的时间给孩子报不上名，家门口的幼儿园
为什么这么难入？”

“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部分新建小区
没有建幼儿园，或者原本规划设计有幼儿
园，但实际交工时却没有幼儿园。对城镇
小区幼儿园配套建设有无具体规划？如何
确保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落到实处？”

2020年 10月 27日，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联组会议学前教

育专题询问现场，自治区人民政府分管负
责人到会并回答询问，自治区教育厅、发
改委、住建厅等 10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接受人大代表现场发问。

专题询问，是人大监督的重要方式。
通过专题询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利
于汇集民意、集中民智，也有利于完善制
度、改进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以人大监督为契
机，以务实作风推进整改，坚持深化改革，

持续攻坚克难，着力解决学前教育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我区学前教育迈上
新台阶。”面对 10名人大代表的追问，自
治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当场表态。

“我们将对照问题清单，一项一项抓
好整改落实，努力做到让群众满意。”自治
区有关厅局负责人当场承诺。

田雷振说，2019年、2020年，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对学前教育工作进
行专题询问。

□本报记者张秀通讯员徐西林

两场询问直面难题

持续两年跟踪推动

1月 10日，额敏县公安局上户派出
所所长赵海收到一封感谢信，这是该所
辅警吴春强的哥哥吴春亮写来的，字句
中饱含感激之情。

信中写道：“谢谢派出所每一位亲
人对我弟弟真诚的照顾，对我热心的帮
助，你们是我最亲近和最信赖的人。”

此事源于赵海的“偏心”之举。上
户派出所的村队辅警每隔一段时间就
要轮岗，但辅警吴春亮不轮岗，一直在
其家所在村队——上户镇牧场农业队
工作，这让其他村队辅警颇有疑义。大
家私下里说，这是赵所长亲自安排的。
这件事传到该所副所长王登虎的耳中，
他找到赵海说：“赵所，你这是要破坏所
领导形象吗？”赵海想了一下，笑道：“这
个形象，我可能真的要破坏了……”

原来，在2020年6月，赵海在家访时
得知，辅警吴春强的哥哥患有尿毒症，需
要高昂的医疗费用做肾移植手术。嫂子
照顾患病在床的哥哥无法工作，父母又
年迈，吴春强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为了让吴春强在上班之余能照顾
家里，几次轮岗赵海都没安排他。

吴春强的工资虽然能保证家中生
活开销，但对哥哥治病还不够。赵海跑
镇上找队里，想办法解决吴春强家里的
困难。经过努力，镇里将吴春强的嫂子

列为扶贫对象，吴春强的妻子也在村里
的支持下养起了羊、鹅、鸡等家畜，吴家
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同时，赵海还组织全所民辅警及周
边派出所开展爱心捐款，帮吴春强募集
社会捐款，最终筹集了 3万余元的手术
费用，钱虽不多，但让吴春强一家人感
受到了社会关怀，人间大爱，增强了与
疾病抗争的信心。

吴春强的工作干劲更大了，他所在
的村里矛盾纠纷化解率最高，治安发案
率为零。2020年终，吴春强被评选为

“额敏县公安局优秀警务辅助人员”。
赵海从警14年，始终以极强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对待工作。赵海身上有一
个特点，就是“接地气”，和老百姓能打
成一片，尤其关注困难群众，用他的话
说，喜欢“实在人”，也喜欢办“实在事”。

2020年 10月中旬，在开展“百万警
进千万家”活动中，赵海专门把自己放
在困难家庭慰问组里。辖区 77岁老人
杨志贵腿脚不便，常年卧病在床，家庭
生活困难。赵海说，杨大爷的经济上有
政府帮扶，生活上就交给我们派出所。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承诺。此后，杨大
爷家中旧貌换新颜，“赵所长和小伙子
们对我太好了，连冬天烧锅炉的煤都给
我码得整整齐齐！”杨大爷用质朴的语

言表达着对赵所长和民警们的谢意。
12月10日，赵海前往上户镇直属二

村柳青家走访，柳青的父亲、83岁的柳
大爷称自己被儿媳虐待，儿子也不管。
赵海找街坊四邻了解情况，又叫来村队
干部，经多方了解得知，柳大爷年岁渐
高，脑子有点糊涂，再加上儿子、儿媳地
里农活多，一忙起来疏于陪伴老人，并
非像老人说的那样有虐待情况。

怎样才能兼顾干农活和陪伴老

人？赵海灵机一动，提议说：“上户镇有
家养老院，你们忙的时候让老人住到养
老院里，等你们忙完再接回来，这样一
来老人有人陪伴，二来也不耽误你们干
农活。”一家人纷纷点头称好。

春去秋来，作为基层公安派出所所
长，赵海始终把目光盯在困难群众身
上，脚上沾满泥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践行在辖区的田间地头、
村头巷尾。

一封感谢信
道出所长为啥“偏心”

文/图本报记者乔选路 通讯员熊炜 灯娜拉

2020年10月，赵海看望辅警吴春
强患病的哥哥吴春亮，鼓励他增强信
心，战胜疾病。

▲2020 年 12 月中旬，赵海（右）看
望生病在床的杨志贵（左）老人，了解他
家中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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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讯（记者 古雪丽 通
讯员 陈硕）1月 13日，记者从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2020年，该局在进
一步建立健全失信市场主体联合惩戒
工作机制的同时，创新包容审慎的监
管理念，逐步建立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
法行为容错机制（除涉及人身安全、财
产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外的商事主
体），鼓励因轻微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的企业纠正违法行为，修复自身信
用。

我区坚持“过罚相当”“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的原则，采取积极举措引导、督
促、帮助受到信用约束和惩戒的失信企
业主动及时修复信用，并加强信用信息
公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营造

“修复+人文”的诚信社会环境。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处负

责人苗健介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的企业，纠正自身违法行为后就可以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办理全
流程网上信用修复。”

据了解，市场监管部门鼓励和引
导违法行为当事人改正轻微违法行
为，并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
施，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明确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报
送企业年度报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满三年，已经补报每个年度的年报，且
未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而被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信用修复程
序。

对于因地址失联而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企业，提交住所或经营场所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后，即可申
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管部门不
再进行实地核查，在减轻基层办案人员
负担的同时，加快了企业申办业务办理

速度。对通过登记场所或经营场所无
法取得联系（不涉及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企业，通过
行政约谈、行政提示等方式，指导企业
在20日内完成地址变更登记，暂缓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按照程序应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延长公示告知
时间并暂缓列入。

截至2020年末，全区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企业 113385户，已移出 48261户；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农民专业合作社
23568户，已移出8785户；标记为经营异
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563450户，已恢复
207890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企业24179户，已移出3099户。

失信市场主体的信用修复，帮助企
业消除不良影响，提升信用水平，减少
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为持续优化我区营
商环境提供了有力信用保障。

新疆铁路首次引入
北斗系统检测钢轨

本报乌鲁木齐讯（记者 古雪丽 通讯
员 穆志鹏）1月14日，新疆铁路部门首次
在轨道检查车上引入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投用。

“这是目前全国最先进的轨道检测
定位系统，可以满足对偏远山区铁路线
路的检测需求，且能将检查精度范围控
制在 10米内，而此前的GPS定位系统精
度范围为 50-100米。”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电检测所轨道检测
室工程师徐志轩说。

徐志轩介绍，在轨检车运行时，车底
的两组激光摄像组件可以实时收集线路
状况，系统自动实现比对，并精准定位，
让线路病害无处遁形。

“我们计划 2月 10日前对疆内所有
运营线路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检查。”工
电检测所轨道检测室主任陈恺说。

2020年岁末，一份名为《关于持续解
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
情况的报告》，摆在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民
主生活会同志的案头。

这是继 2019年之后，中央政治局再
次在民主生活会上审议有关基层减负工
作情况的报告。

“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设的
重点，着力减轻基层负担，精准施策、靶
向治疗，打出了组合拳，收到了良好效
果。”

务实中肯的评价，彰显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基层减负
工作的累累硕果。一年来，一系列部署
举措破形式主义之弊、减基层负担之重，
让基层干部日益摆脱形式主义束缚、更
加放开干事创业手脚，凝聚起担当作为、

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

关怀备至：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
减负工作

作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
重要突破口。攻坚航程行至中流，进一
步聚焦到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
基层负担过重问题。

时光回溯到一年多前。2019年是党
中央确定的首个“基层减负年”。这一
年，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成效
十分显著，基层干部反响热烈。

“这项工作做得不错，但不应该只
是一年的事情，已经开了个头，接下来
要一直这样做下去，不要什么时候又来

个文山会海大回潮，要深化拓展基层减
负工作，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
众。”

当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既总结了“基层减
负年”当年工作成效，也指明了2020年攻
坚方向，由此开启了新一年基层减负工
作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
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只有思想上高度
重视，才能在行动中持续抓实抓牢。

2020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接
连在两次中央重要会议上为广大干部敲
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警钟。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
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地方仍然存在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增
加基层负担，如此等等。”

几天之后的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
总书记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强调，“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干部
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
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响鼓重锤，掷地有声。开年之初的
两次重要讲话，再次向全党郑重宣示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解决形式主
义问题必须驰而不息、落实落细。

决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一度令基层干部措手不及，大家
的工作十分辛苦。抗疫关键时刻，一些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隐形变异、反
弹回潮的苗头却再度显现。

（下转A2版）

破形式主义之弊减基层负担之重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纪实

雪中救援
1月13日18时许，阿勒泰

边境管理支队哈巴河边境管
理大队加依勒玛边境派出所
民警出警返回途中，发现一辆
私家车不慎滑下路基。民警
立即携带铁锹、拖车绳等工
具，冒雪前去救援。他们采取
推、拉、铲等方式，经过半个小
时努力，成功拖出被困车辆。
图为民警在安装拖车绳。

张家旭摄

我区建立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机制
鼓励失信企业修复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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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推进学前教育成效初显

“入园难”问题
得到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