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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下）

记者 唐启胜 楚武干 刘文涛

每年 10 月，看到成群结队的黑颈
鹤飞来林周过冬，我就特别开心！”58
岁的丹增是拉萨市林周县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巡护
员。

每年冬天，大量候鸟陆续飞抵林
周，万鸟齐飞的壮观场面成为林周县
最靓丽的风景线。

数据显示：2020 年西藏森林覆盖
率达到 12.31%，天然草原综合植被覆
盖度提高到 47%，湿地面积达到 652.9
万公顷。随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的不断加强，黑颈鹤由不到3000 只

上升到 8000 多只，藏羚羊 30 多万只。
在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发
现，白颊猕猴等新物种5个，东歌林莺
等中国新纪录物种5个。

如今的西藏，冰川草地溪流纯净
如初，飞禽走兽游鱼欢快怡然，是世界
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亲切
嘱托，雪域高原儿女始终铭记在心间、
落实于行动。

“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深谋远

虑，为西藏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指

明方向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
2013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战略谋划，
着力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建设生态文
明，引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
上奋勇前行。

（下转第三版 A）

中 央 政 法 队 伍 教 育 整 顿
第十四督导组在我市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崔昭） 7 月 26 日上
午，我市召开会议，向中央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第十四督导组汇报教育整顿工
作情况。

中央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四督
导组副组长孙瑞标出席会议并讲话，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市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许成
仓主持会议并汇报相关工作。

中央第十四督导组成员，自治区党
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郝涛，自治区
检察院党组成员、一级高级检察官、区
党委第三指导组组长赤列晋美和指导
组成员，市领导卓锋、龚兵、赫沛、张定
成、卓玛央宗出席会议。

孙瑞标强调，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政法工作，总书记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体现了对政法队伍建设的高度重
视，对政法干警的深切厚望，为我们开
展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孙瑞标充分肯定了我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取得的成效，对督导组的
职责任务、工作原则和方法进行了介
绍。他指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山南市高度重视，把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重要指
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作为筑牢国家安全
屏障、推进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市委
主要负责同志研究部署重要工作、组织
协调重要环节、直接督办重要案件、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突出政治教育引领，
把学习教育整顿贯穿始终，坚决抓好反
馈问题整改，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取得新成效。
孙瑞标要求，山南市特别是政法系

统要充分认识开展教育整顿工作的重
大意义，把开展教育整顿与学习贯彻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
学习贯彻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治警，坚持刀刃向内、刮骨
疗毒，抓好学习教育，抓实查纠整改，强
化组织查处，开展好专项整治，坚决清
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瘴痼疾，锻造
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的政法铁军。

许成仓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全市政
法机关和政法干警要提高政治站位，从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教育整顿与党
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特别
是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
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深刻领会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
新要求，深刻感悟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关怀，不
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
觉性坚定性，按照督导组要求，坚决扛
起政治责任，持续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做到政治标准要更高、党性要求要
更严、组织纪律性要更强。

要积极主动配合，全力支持、主动
配合中央督导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认
真研究部署、强化组织协调，

（下转第三版 C）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标语口号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
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
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
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
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
强调，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走
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这为我区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深入贯彻
落实，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高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理念是行动的先
导，思想是实践的指南。作为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引领未

来发展的指南针，新发展理念和
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高质
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走出一条符
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必须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这既是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明确要求，也是西藏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需要。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
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
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
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
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强
化开放引领、突出创新驱动、加快
绿色发展、坚持协调发展、注重共
同富裕，使之协同发力、相得益
彰、形成合力，确保西藏高质量发
展始终在新发展理念开辟的广阔
道路上推进。 （下转第三版E）

自治区党委九届十次全会在拉萨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
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决定2021年11月在拉萨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吴英杰讲话

西藏日报拉萨7月31日讯（记者
蒋翠莲 常川）7月30日至31日，自治
区党委九届十次全会在拉萨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西藏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
决定2021年11月在拉萨召开中国共
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会 议 由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会 主
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讲话。

自治区领导洛桑江村、齐扎拉、
庄严、严金海、张学杰、旦科、姜杰、何
文浩、白玛旺堆、刘江、王卫东、陈永
奇、汪海洲出席会议。

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
会议。

会上，吴英杰就《实施意见（讨论
稿）》向全会作说明，陈永奇就筹备召
开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有关情况向
全会作说明。

会议指出，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喜迎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作为党的核心、军队统
帅、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
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这在我
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时机特
别重要、主题非常鲜明，意义十分重
大、影响极其深远，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
作的特殊关怀、对西藏发展的殷切期
望，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厚
爱。视察期间，总书记先后来到林
芝、拉萨等地，深入农村、城市公园、
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看望
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充分肯定了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
成就，就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西藏各项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倍感
振奋、备受鼓舞，无不欢呼涌动。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总
书记始终心系西藏、情系西藏，亲自
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亲
自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西
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总书记视察
西藏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
瞩、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从“两个大局”的
战略视野，亲自为西藏走好新时代的
赶考路作出的定位导航，是从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高
度，亲自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进行的系统部署，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光芒，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
和实践伟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总书记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发展。全区上
下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
任务，用心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牢记核心殷殷重托，深刻感

悟领袖亲切关怀，用心感悟总书记对
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用心感悟总书
记对西藏各项事业取得成就的充分
肯定，用心感悟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
新部署新要求，用心感悟总书记对西
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厚爱，进一步
坚定信心，切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殷切期望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
力、精神动力、工作动力。

会议指出，区党委高度重视总书
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学
习贯彻，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远
战略任务，第一时间召开常委会（扩
大）会议进行传达学习，认真研究制
定区党委贯彻落实实施意见，

一项一项地细化分解任务，一项
一项地强化责任，广泛开展宣传宣
讲，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热潮。各部
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总书记
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切实
肩负起时代重任，增强全局意识、系
统观念， （下转第三版B）

本报讯（记者次央） 7月30日，市
一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31名，因事
因病请假 10 名，实到 21 名，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西藏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安全生产
法》，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听取
了拟任职表态发言、颁发了任命书、举
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德文主持并
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清、沈
百存、次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
人索朗多吉、牛堃，副市长江嘎，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卓玛央宗，市监察委

员会、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王德文指出，全市各级人大和代
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总书记在西
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与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
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推动讲话精神
在我市人大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德文强调，要深刻领悟总书记
对西藏高原的特殊感情，

（下转第三版 D）

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藏考察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市一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在世界屋脊创造治沙奇迹
杨新顺 刘欣

“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
家。”这是雅鲁藏布江（下称雅江）沿岸
居民曾经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这里
被数万亩“绿色长城”守护着，创造着世
界屋脊的治沙奇迹。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山南市

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探访防沙治
沙情况。该示范区位于山南市扎囊县
桑耶镇，地处雅江中游北岸，海拔在3550
米至3600米之间，是雅江北岸河谷平坦
地和山地过渡带，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
气候区，是西藏严重沙化土地的集中分布
区之一，流沙从山地到河漫滩分别以爬升
沙丘、网状沙丘、新月形沙丘链、新月形
沙丘等多形态存在。植被稀少，生态环
境非常脆弱。 （下转第四版B）

7月30日至31日，自治区党委九届十次全会在拉萨举行。会议由自治区
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讲话。 旦增西旦 摄

7月30日至31日，自治区党委九届十次全会在拉萨举行。会议由自治区
党委常委会主持。这是会议现场。 旦增西旦 摄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西藏日报评论

央媒看山南

本报讯（记者益西旺姆） 为热烈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不断巩
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持
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西藏和
平解放70周年献礼，8月1日，受许成仓
书记委托，市委副书记卓锋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人，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卓锋先后来到武警山南支队、山南
军分区、陆军954医院等6个单位，代表
市委、市政府看望慰问广大部队官兵、
武警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
挚的慰问。

副市长牟永文、山南军分区副司令

员姚任成一同慰问。
每到一处，卓锋向官兵们敬献哈

达，与他们亲切握手交谈，详细询问部
队建设及生活工作情况，并对官兵们为
山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多年来，
广大官兵们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勤奋工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边疆安宁以及全市
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市不断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发展和经
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广
大官兵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转第四版A）

我市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