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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距离首都北京 5000 多公
里。从1997年至今，北京对口援建和田已
整整 20 年，累计安排援疆资金 108.5 亿
元，1421 名北京干部先后来到这个丝绸
之路上的“绢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脱贫攻坚，解决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住
房、就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

和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隅，
属干旱荒漠性气候，绿洲只占区域总面
积的 3.7%，人均耕地不足 1.3 亩，贫困
人口有 42 万。北京的援疆干部从“输
血”式援助，到培育当地“造血”功
能，着力帮助和田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我父母没有收入来源，幸亏我在京
和纺织公司找到了工作，成了家里主要
的经济来源。”2016年7月，佐日古丽在
北京参加 2 个月技能培训后，成为新疆
京和纺织公司第一批员工，现在已是双
针组的工长了。“公司管午饭晚饭，每月
都有近4000元收入。”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中国援助南苏丹
和黎巴嫩的救灾帐篷。”新疆京和纺织公
司行政副总董家琪表示，“最近我们又签
下了生产 1 万多顶帐篷和蒙古包的订
单。现在厂里已经有 400 多名维吾尔族
工人，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能帮当
地解决就业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援疆和田指
挥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共引进北
京纺织控股、北京秋实农业等 62 家企业
落户和田，项目总投资达 102 亿元，直
接或间接带动就业11.8万人。

要脱贫，必须“授之以渔”。在北京
援疆干部的帮扶下，每周开展脱贫讲

座，建立了致富交流群，技术支援和资
金支持也送到了村民身边。

在洛浦县，北京市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财政厅支持当地居民办起的养鹅厂
已初具规模。北京援疆干部帮助当地群
众改良土壤、支持种植户到北京培训提
高科学种植水平，帮助上千户家庭实现
了脱贫。

要致富先修路。在墨玉县的库尔特
村，坑洼不平的土路被近 6 公里的水泥
路取代。“我们打算给这里的村公路全装
上路灯，夜间运输也不成问题了。”驻村
干部李涛说，“今年我们有信心让村里五
分之二的贫困户脱贫”。

2016 年，北京安排 1.35 亿元精准扶
贫资金作为杠杆，撬动社会资金 10.5 亿
元投入扶贫，在 428 个贫困村实施了扶
贫工作的整村推进，还支持 145 个村开
办地毯厂、畜禽养殖场等，让村民们的
腰包鼓起来。

和田地区水质偏硬，群众结石病高
发。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总指挥卢宇国
认识到，只有解决水质问题，才是治本
之策。如今，和田市一、二水厂提标升
级改造工程竣工在即，处理后的水质达
到北京自来水标准。之前，北京已经投
资新建改扩建 4 个城镇水厂，让近 30 万
人喝上了放心水。

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还完成了 123
所中小学校供暖设施改造，惠及9.5万名
师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支持和田
地区新建改扩建 58 所幼儿园、中小学、
职校，新增学位4.4万个，从根本上解决
了和田地区学位短缺问题。

北京支援和田

项目落地抓发展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我喜欢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这里的老师可好了。”新疆阿克陶县阿克
塔拉牧场的小学生萨尼卡·买买吐尔干
说。学校是江西省援建的阿克陶县小白
杨双语小学，自 2014 年 9 月建成以来，
阿克陶县周边49个教学点的师生全部撤
并到县城，来自牧区的千余名学生享受
到了更好的教育。由江西省援疆投资近
亿元新建的教育园区，成为江西援疆工
作的一个缩影。

江西省是全国最早援疆的 8 个省份
之一，自1997年选派第一批援疆干部至
今，江西省先后组织选派了 9 批共 500
多名干部人才参加援疆工作。新一轮对
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确定江西省对口
支援阿克陶县。2014年至今，江西省共
安排实施援建项目85个、援助资金6.01
亿元，极大地改善了受援地各族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

“以前我们一家过着游牧生活，房子
是石头砌的，遇到阴雨天，房子里潮湿
阴冷，自从盖了新房子以后，再也不用
担心这些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江西新
村村民佐比布拉·哈斯曼高兴地说。江
西新村是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和布伦
口—公格尔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中，实
施的一项“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工
程，因此取名“江西新村”。

数据显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
展以来，江西省支持完成 15484 户安居

富民房、定居兴牧房和1400户城镇居民
保障性住房建设，实施 200 套棚户房改
造。江西省还组织开展“双带帮扶、惠
民连心”活动，把党对边疆地区的关怀
送到各族群众的心坎里，对口援疆建设
项目涉及民生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江西省把产业援疆作为拉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突破口，着力打造可广泛吸纳
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的产业发展模
式。目前，由江西省支持建设的阿克陶
县小微企业孵化园，已入驻小微企业80
家，解决就业 1000 余人。“十二五”期
间，江西省积极推进产业援疆，推进阿
克陶县江西工业园建设，安排6500万元
援助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各类投资
约10亿元，已经解决1200多人就业。

如今，走出家门进工厂、走出地头
进企业，已经成为阿克陶县农牧民日常
生活的真实写照。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
开展以来，江西省将南昌、九江作为江
西接收受援地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和大学
生就业的示范点，重点抓好就业服务站
建设，为阿克陶县富余劳动力转移到江
西省和周边省市就业提供信息、维权等
服务，进一步加大了就业援疆工作力度。

“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民生实事，做实
产业基础，做优智力支撑，做深交往交
流，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

‘江西力量’。”江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
部党委书记、总指挥严佛元说。

盛夏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图木舒克市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里
机声隆隆，一期项目正在 24 小时加足
马力，快速纺出一锭锭精细的棉纱。这
些棉纱经空运将很快到达广东、浙江一
带 ， 成 为 内 地 纺 织 行 业 上 游 的 重 要
原料。

兵团草湖 200 万锭广东纺织服装产
业园是广东对口援疆的标杆项目。在公
司车间内，记者看到，开棉、梳棉、精
梳、并条、纺纱、落筒等工序均由机器
快速自动完成。据项目运营方东纯兴公
司副总经理袁绍宪介绍，首期项目年产
各类高端纱线约 3.5 万吨，预计年销售
收入 10.82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300 个，是南疆规模最大、设备最先
进的纺纱项目。

“兵团草湖纺织产业园项目从规划

立项到投入运营只用了不到一年半时
间，在区内同规模同类企业中建设速度
最快、设备标准最高，充分体现了广东
速度、兵团优势、东莞效率。”据广东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贺宇介绍，在
兵团草湖 200 万锭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
一期项目的示范效应带动下，二期东恒
兴 30 万锭项目正加快建设，三期 40 万
锭纺织项目加紧奠基开建，两期项目由
东莞东实集团、东莞德恒纺织有限公司
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兴纺公司共同投资
建设，分别计划总投资9.78亿元和16.5
亿元，并计划2018年内全面投产。

作为广东产业援疆促进就业的标杆
企业的恩科电子，还创新打造了县、
乡、村“1+X+Y”（总部基地+卫星工
厂+农户车间） 三级就业新模式，公司
以疏附县工贸园区为总部基地，在伽师

县和莎车县设立分厂，辐射并已建 8 个
乡 镇 卫 星 工 厂 和 150 多 个 “ 农 户 车
间”，解决了6000余人稳定就业。恩科
电子公司总经理黄启英告诉记者，公司
产品主要销往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等国家和地区，与广东相比，喀什具有
极强的地理优势。“另外，这里的土地
厂房成本、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对我们
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喀什也是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广东在对口支援南疆的过程中，还
创新提出“引凤筑巢”，搭建孵化基地
鼓励创业。

“这里是广东企业搭台，全国企业
唱戏！”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驻伽师县
工作队队长刘晓明告诉记者，新一轮援
疆工作启动后，广东在伽师打造了面积
10平方公里的伽师工业园，并改变以往

由政府进行规划、投资建厂、招商引资、
园区运营等全包的产业援疆模式，打造
了伽师县兴业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支持
基地企业在园区建设“园中园”，变“筑巢
引凤”为“引凤筑巢”，同时充分发挥广东
佛山等地发达的民企经济优势，把目标
集中放在广东乃至全国民营企业上，极
大地激活了园区招商活力。

“以商招商”模式在伽师见效很
快。伽师县兴业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总经
理何康德介绍，通过招商模式创新和优
惠政策扶持，目前基地已成功引进企业
19 家，正在洽谈的企业 20 余家，二期
项目日前已破土动工，届时可容纳企业
8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2万多个，年生
产总值 8 亿元，实现年利税 1.2 亿元，
成为喀什地区首个民营孵化基地。

数据显示，新一轮对口援疆开展以
来，广东共安排援疆资金 155.23 亿元，
实施援疆项目674个，带动20余万人次
就业。今年，广东还计划安排援疆项目
共 81 项，继续安排援疆资金 17.11 亿
元，其中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共 49 项，
投资总额约 203.05 亿元，初步估计提
供就业岗位1.64万个。

广东支援喀什

“ 引 凤 筑 巢 ”促 创 业
本报记者 庞彩霞

6 月 12 日，河北临城县“绿岭·
市外桃源”，26 位年轻人高擎“绿岭
李保国技术扶贫服务队”队旗，即将
奔赴新疆。该服务队负责人、河北绿
岭果业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陈利英表
示，坚决完成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传
授核桃先进生产技术和创新观念任务。

在临城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扶贫攻坚模范”李保国教授培育出了
“绿岭”牌优质薄皮核桃并创立了“优质
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技术”体系，结合果、
草、牧、沼“四位一体”种养模式，在河北
绿岭果业有限公司项目试验田里，实现
了干旱荒岗亩产 8000 元以上的高效
益。之后，绿岭公司逐渐形成了集优质
薄皮核桃品种繁育、种植、研发、深加工
和销售、旅游于一体，全产业链经营
模式。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下，薄
皮核桃成为临城县富民强县的特色主
导产业。

绿岭公司董事长高胜福介绍说，
“公司组建了一支‘绿岭李保国技术扶
贫服务队’，向核桃种植户免费提供技

术服务，把李保国教授对农民的承诺
继承下来。”服务队成立一年来，深入
县内各核桃种植村，向村民传授核桃
树栽植、修剪、病虫害防治等配套管
理技术，提高核桃种植效益。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科技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十六
团、二师三团等单位先后到绿岭公
司参观考察，有意将临城县核桃产
业化发展经验引进新疆。三十六团
团长黄志平说：“新疆地域宽广、日
照充足、生态环境良好，发展高品
质农产品优势突出。把临城县绿岭
核桃引进建设兵团，对提高资源利
用 率 、 土 地 产 出 率 和 职 工 收 入 水
平，稳固边疆，意义重大。”临城县
深化和新疆两个团场的合作，派出

“ 绿 岭 李 保 国 技 术 扶 贫 服 务 队 ” 援
疆，从苗木嫁接、核桃树栽植、修
剪、病虫害防治到核桃采收、初加
工，手把手传授经验，让李保国的
科研成果和创新观念在西北边疆生
根、开花、结果。

技术扶贫服务队赴疆传技术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杨富强

江西支援阿克陶

走 出 地 头 进 工 厂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王玉召

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颜培兵报道：自 2014
年出台了全国首个对秸秆电厂使用农作物秸秆进行奖补
的财政政策以来，2015年至2017年，安徽省秸秆电厂
协议使用农作物秸秆量实现三连增，秸秆电厂在秸秆能
源化利用的龙头企业地位日益凸显。

秸秆收购使用方面，截至今年5月底，安徽省有34
座已建成及年内投产的秸秆电厂与地方政府签订了
2017 年度秸秆使用协议，协议使用量达到 257 万吨，
同比增长57%。

秸秆电厂建设方面，安徽省提出到 2020 年全省建
成150万千瓦左右的秸秆电厂装机目标。截至2017年5
月底，全省建成秸秆电厂 26 座，总装机规模 75 万千
瓦，继续位居全国第二位。核准及在建秸秆电厂 24
座，合计装机 70 万千瓦，在建规模居全国第一位；开
展前期工作2座，装机6万千瓦，争取7月底前核准。

安徽省将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攻关，争取尽快
将秸秆电厂平均农作物秸秆掺烧比重提高到50%以上。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广西财政部门获悉:
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广西财政大力支持农村
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不断增加民办教育投入，帮助其提
高教学层次和质量。

2016年至2017年，广西财政筹措资金，在农村特
岗教师补助、农村定向教师培养、选派支教走教教师到
农村中小学任教等方面，投入资金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此外，近几年，广西财政也在不断加大对民办教育
的投入力度。自治区本级财政通过设立民办教育发展奖
补资金和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奖补资金，并对包括民办
学校在内的义务教育学校给予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支持
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学生享受学生资助政策以及支持民
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等措施，引导鼓励市、县加大民办
教育投入。

自治区本级财政将健全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的长效机
制，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公共财政资助和倾斜政策，积
极鼓励民办学校依法筹措办学经费，保障民办学校办学
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使民办学校进一步拓展办学潜力和
办学空间，提升办学层次和教育质量。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安徽协议使用秸秆量三连增
协议使用量达257万吨

广 西 加 大 对 民 办 教 育 投 入
改善教育薄弱环节

对 口 援 疆 精 准 发 力

上海寸土寸金，围绕集约
利用土地，上海市委、市政府
提出了规划建设用地“负增
长”的工作要求，各区经营性
项目和一般工业项目的土地指
标需求必须通过建设用地减量
化实现“增减挂钩”。

松江区是上海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近年来，该区加快淘
汰劣势企业，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把“壮士断腕”换来的土
地指标大部分用于推进优质项
目落地开工，不断加快沿G60
高速公路松江段 40 公里两侧
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建设，确保
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科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一
个集智能制造中心、机器人研
发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为
一体的大型基地不久前在松江
开工建设。这个占地 328 亩、
投资 11 亿元，建成后年产值
将达 35 亿元的机器人产业园
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
规划调整、土地取得、项目报
建等繁琐手续。

与“松江速度”一样让企
业感慨的是，这块地曾是城市
发展备用地，松江区为支持重
点产业项目发展，将其规划调
整为产业用地，最终让这个一
度考虑离开上海的 G60 上海
松江科创走廊核心投资项目顺
利落地。

去年，上海市明确各区县每年工业用地减量化腾挪
出来的土地指标，按照不低于三分之一的比例用于重点
工业项目。松江区通过减量化腾挪出1715亩土地指标，
将其中超过 60%约 1174 亩用于工业用地项目建设。除
了科大智能，临港松江科技城、清华启迪园区等园区扩建
项目，飞科电器、中建材凯盛机器人等一批成熟的先进
制造项目也得以扩产，有了大展宏图的新天地。

松江区推动工业用地转型升级、二次开发始于
2005 年。漕河泾品牌园区先后与松江新桥镇、九亭镇
共同合作，开发建设漕河泾松江园，经过 10 多年的发
展壮大，有了如今的临港松江科技城。近年来，在推进
工业用地转型升级、二次开发过程中，松江区嫁接“区
区合作、品牌联动”的做法，逐步探索了政府回购土
地、引入优质开发主体合作、回购闲置资源、引导企业
自主转型等多种方式。新桥、九亭、中山、佘山、松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街镇、园区相继与临港松江科技城、
清华启迪控股、陆金天安等全国性优秀开发运营企业开
展合作，利用盘活的闲置土地、厂房资源，借力专业开
发运营团队的品牌实力，打造产业定位清晰、产业集聚
度高的现代化特色产业园区。

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就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实力和动力。松江区在全面实施
落实出台工业用地相关政策的同时，还出台了提高建筑
容积率减免土地出让价款的实施细则，突出集约利用效
率原则，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好的企业，松江也在企业增
容扩资中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释放制度改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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