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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绘一张图 共走一盘棋
——新疆兵地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调查
新疆兵地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调查
本报新疆采访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处理屯垦和维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在事关根
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近年来，新疆全力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目前，已
形成兵地经济融合发展、文化交融共建、民族团结共创的良好局面。新疆推进兵
地融合发展有哪些实践探索，在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等方面有哪些新进展？日前，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天山南北调查采访。

秋日里，石玛大桥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吸引着群众热切期盼的目光。这座大
桥将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连接起来，历时
一年多建设，将于今年 10 月建成通车。出
租车司机刘旭阳对这项工程赞不绝口：建
成后两地将直线连通，带来“同城化”生
活的便利。
石河子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和管
理的城市，与兵团第八师实行师市合一管
理体制，玛纳斯县则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虽然两地隔河相
望，相距仅 15 公里，却一度“鸡犬之声相
闻，老死不相往来”。
去年 3 月，石河子市—玛纳斯县被确
定为兵地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试点，一年半
来，两地在推进兵地融合发展规划、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迈出新步
伐，石玛大桥就是深化融合发展的标志。
连日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天山南
北，对新疆兵地融合发展情况展开采访调
查。眼下，新疆各地州和兵团一些师市正
探索和推进一系列兵地融合发展新举措、
新机制，兵地融合不断走向深化。

“一座桥”让要素充分流动

□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存在。新疆工作要谋长远之策，行固
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离不
开兵团。而兵地融合，则是关键一招。
令人欣喜的是，行进在天山南北广袤
的土地上，兵地融合的全新景象满目皆
是，兵地融合的有益尝试成效显著，兵地
融合的感人故事处处传颂。可以说，“兵
地一盘棋”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兵地一
家亲”的理念也已牢固树立。
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副教授孙新文发明的棉花秸秆微贮技
术，将或弃或废的棉花秸秆变成了牛羊中
意的“美食”，降低了牛羊饲养成本，减
少了秸秆焚烧污染，目前已推广至伽师
县、麦盖提县、巴楚县等多地。在岁末年
初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兵团 14 个
师市共组织动员了 11270 名志愿者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累计服务时长达 17700 小
时。在最新一轮疫情中，兵团抽调最精锐

胡文鹏

的力量，组成专家医疗团队，驰援疫情暴
发区域。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每一个都
值得点赞。
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这个成立
才短短 5 年的年轻城市，从零起步，已
初步建成一座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
的现代化新城。而这一切，这座新城的
主要规划设计建设者、可克达拉市党委
书记、江苏援疆干部丁憬却再也看不到
了。55 岁的他，因劳累过度，带着遗憾
永远地离开了倾注他心血的城市。兵团
第七师胡杨河市，受惠人数达 70 多万的
奎屯河，自七师水利人驯化、经营以
来 ， 已 有 79 名 治 水 英 雄 ， 牺 牲 在 了 抢
险、破冰岗位上。这样的故事很多很
多，每一个都令人动容。
脱 贫 攻 坚 ， 兵 团 勇 挑 重 担 。 2018
年，兵团就支持墨玉县、察布查尔县等
贫 困 县 脱 贫 ， 精 准 帮 扶 67 个 地 方 贫 困
村，接收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务工就业 5406 人。教育公平，兵团一马
当先。2019 年，兵团选派 2000 余名兵团
支教人员到南疆四地州农村幼儿园支
教；兵团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中职学校
就近招收地方学生 8.28 万人，2090 所兵
团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向地方群众开放。
生态保护，兵团当仁不让。近年来，塔
里木盆地防沙治沙、“三北防护林”等重
点工程有序推进，活立木总蓄积量达
3780 万 立 方 米 ， 森 林 覆 盖 率 稳 定 在
19.23%。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每一个
都温暖人心。
如今的兵团，正按照“安边固疆的稳
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要求，大力推动
兵地大融合、真融合、深融合。兵团，以
地方发展为要，以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为大局；地方，以兵团发展为重，以助
力兵团屯垦和维稳戍边为己任。兵与地，
同在一盘棋，共守一个家。

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在哪？记
者通过调查采访了解到，兵地突出各自优
势，通过延伸优势促进融合成为普遍做法。
“没有兵地之分，地方上的孩子完全享

共守一个家

9 月 13 日，经过长途奔波，
记者一行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一处看似普通
的所在。
一 边，是 流 淌 不 息 的 奎 屯
河；一边，是默然耸立的大天
山。在山与河之间，有一个不起
眼的小土坡。随坡而上，顿觉肃
然，只见一座通体不高、用材朴
素的纪念碑，上书 4 个大字：奎
河之魂。
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河
流域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这座纪念碑高 10.58 米，正
是为了纪念兵团第七师开发建设
奎屯河的 60 多年里，在抗洪救
灾、破冰引水中牺牲的 79 位治水
英雄。
用生命制服桀骜不驯的奎屯
河，
让她变为温顺柔美的母亲河，
进而成为“三地四方”
（塔城地区
乌苏市、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伊
犁州奎屯市、兵团第七师）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的生命河，这一历
程，
恰是新疆兵地融合、共建共享
的明证。
“三地四方”每年有近 70 万人需要生活用水，有 400 多
万亩良田需要灌溉用水，还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工厂需要生产
用水，这都需要做到精细化调水用水。为此，奎管处按照时
间精确到天、比例精确到个位制定了分水协议。以春季为
例，按照这份协议，每年 3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奎屯河水
优先保障地方灌溉用水，地方 （乌苏） 分水比例占 70%，
兵团第七师只占 30%。
“水二代”
、奎管处水利监测员常俊青，
曾因破冰引水在鬼
门关前走了一遭，
大腿骨骨折，
肋骨也断了几根。看到奎屯河
的巨变，由衷感到开心。
“当初，拼了命也要把水引下来，供群
众使用，值！这些年，奎屯河变化太大了，水库 13 座，泥石流
防治工程 15 座，水利监测也都信息化了，作为一个水利人，更
感觉这些年没有白干。
”
常俊青发自肺腑地说。
驯水为民，永不止步。据介绍，目前奎屯河已有大动
作 ——兵团奎屯河引水工程已经开工。这项重大水利工程
总投资 40 亿元、建设工期为 56 个月。建成后将极大解决奎
屯河流域长期以来存在的自然灾害影响供水保障问题，极大
缓解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矛盾。到那时，以奎屯河为依
托的兵地融合，
将更加如鱼得水。

通讯员 张建梅

延伸双方优势促融合

师市与自治区相关地市共建共享物流设施
建设，共创精品旅游景区。铁门关经济技
术开发区双丰工业园与库尔勒石油石化产
业园共同做强石油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图
木舒克工业园区与巴楚工业园区联合招
商，兵地双方建立了 80 多个经济联系体。
共绘一张图，共走一盘棋。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
委王君正表示，要自觉将兵团发展置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研究、推动，
充分发挥兵团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好兵团
在兵地融合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完善顶层
设计，积极沟通协调，深化试点探索，扎
实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工作任务落实。
从天山北麓到塔里木河畔，从伊犁河
谷到帕米尔高原，从阿尔泰山脚下到吐哈
盆地，兵地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文章
正越写越深、越写越长……
（采访组成员： 姜 帆 张 双 胡文
鹏 李彦臻 江 蓝 乔文汇 执笔： 乔
文汇）

本报记者 胡文鹏

玛纳斯河是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共同
的母亲河。石玛大桥之所以广受关注，主
要是寻找到了突破点，打通了石河子市与
玛纳斯县融合发展的“肠梗阻”，让两地群
众普遍受益。
“以前要绕远，还有收费站。大桥通车
后，两地车程将缩短至 10 分钟，从玛纳斯
县到石河子花园机场的时间将缩短至 30 分
钟，方便得很。”在大桥建设现场，玛纳斯
县居民安宝林有感而发。
与居民直观感受到的交通便利相比，两
地管理者看得更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
法：石玛大桥是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的突破
点，将促进两地产业联动。石河子现有可建
设土地资源有限，玛纳斯县为石河子市提供
更多的发展空间，石河子市则为玛纳斯县产
业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撑。
无独有偶，在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
市，横跨伊犁河的可克达拉大桥，也成为
深化兵地融合的重要载体。石玛大桥开工
建设不到 2 个月，这座大桥通车，不仅结
束了四师成立以来伊犁河两岸部分团场不
能直接通行的历史，还让可克达拉市与察
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联系更为紧密。
寻找突破点，促进要素流动，是推进
兵地融合的内在要求。记者在调查采访中
了解到，兵团师市、团场与相关地州市、
县市区，都在想方设法破除妨碍融合发展
的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流动，夯实兵地融
合发展基础。
多年来，哈密市与兵团十三师以改
善、优化基础设施为抓手，推进兵地融
合，这里有一条路就叫兵地融合大道。“目
前已进入收尾阶段，9 月底就能通车。”兵
团第十三师交通运输局局长严铁军告诉记
者，该项目连接十三师 4 个团场、地方 4 个
乡镇、1 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2 个工业
园区，覆盖人口约占哈密市伊州区和十三
师天山以南常住人口的 80%，对促进兵地
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交通不应成为兵地融合发展的阻碍，
我们着眼于打通堵点，规划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兵团三师图木
舒克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高岩说。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要素充分流动起
来。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八师政委董
沂峰说，对石河子、玛纳斯而言，要参照
城市群发展概念，不应局限于行政区划、
各自为政，本着相互受益、合作共赢原
则，做好相关工作。对于玛纳斯河两岸的
生态恢复治理，双方通过进一步完善河道
及河岸景观设计，努力打造一条生态河、
一条生态走廊。

受与本团职工子女同等待遇。”兵团五师八
十八团学校校长柏军介绍。近年来，兵团
五师双河市各学校尤其是团场学校，不断
提升教学质量、办学品位，吸引了越来越
多地方学生，目前有 3200 多名地方学生在
该师市各中小学校就读。
基础教育资源是兵团的优势，各师
市、团场与地方共享教育资源，教育融合
发展结出硕果。九师一六一团与塔城地区
裕民县“同顶一片天、同饮一河水”，一六
上图 秋日的头屯河谷风景如
一团将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向
画。经过兵团十二师打造，这里已经
地方开放，每年均有不同数量的地方学生
成为镶嵌在乌鲁木齐与昌吉间的“绿
进入团中学，不少患者在团医院就医。
心”
。
田 园摄
二师华山中学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若羌县于 2014 年达成联合办学协议，开创
右图 兵团第一师医院与阿克苏
了教育融合发展新模式。“我们选派骨干教
地区阿瓦提县人民医院签订医联体技
师赴若羌县中学工作，并以联合教研、远
术协议。
（资料图片）
程互动等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
华山中学校长邱成国说，“华山中学的发
展，得到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政 “绿心”
，惠及两市州及十二师居民。
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也要发挥教学优势，
“有休闲长廊，有健身步道，还有景观
努力帮助地方学校补短板。
”
湖，非常适合健身。”说起头屯河谷的变
农业节水也是兵团的优势，兵团膜下滴
化，乌鲁木齐市市民杜玉国非常兴奋。经
灌及其综合配套技术的广泛应用，起到了重
过一年时间建设，昔日戈壁荒滩，如今绿
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去年举办的“兵地融
树成荫，人们休闲健身有了好去处。
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龚明
合 高效节水与乡村振兴”论坛提出，兵地
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协同大力发展高效节
波说，在头屯河东岸生态综合治理工作
水灌溉，重点发展适水农业，大力建设绿洲
中，十二师推进兵地发展规划统筹协调，
节水生态型灌区。兵团通过发挥优势，引领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一个新的城市休闲森
带动了自治区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
林公园呼之欲出，成为十二师与地方融合
地处天山北坡经济带腹地的兵团十二
发展的缩影与见证。
师，横跨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吐
多年来，兵团积极配合自治区实施向
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市地州。乌
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曾经干涸的台特
鲁木齐发挥新疆首府资源、资金、技术市
玛湖在 2017 年最大形成 511 平方公里的水
场等优势，积极带动十二师发展。十二师
面和湿地，结束了下游 300 多公里河道连
续干涸近 30 年的历史，初步遏制了塔里木
则积极对接相关地州发展，主动融入乌鲁
河下游沙漠合拢趋势。
木齐“一港五中心”规划建设，积极筹建
兵地联合开展“乌鲁木齐—昌吉—石
兵团 （乌鲁木齐） 文化旅游科技中心、商
河子”“奎屯—独山子—乌苏”等重点区域
贸物流中心、临空经济区和陆港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法检查，建成兵地环
十二师党委书记、政委王炳炬表示，
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与调度系统；八
兵地融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要最大程
师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以现场办公、联席
度将兵团和地方优势发挥出来，产生
会议等形式，共商玛纳斯河两岸环境保护
“1＋1＞2”的效果。
与生态建设等工作；三师图木舒克市与巴
楚县联合开展兵地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共
共治环境迈向绿色发展
同推进环境保护……兵地融合发展机制不
断深化，推动双方共同迈向绿色发展。
迈向高质量发展是兵地深化融合的着
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
眼点和立足点。基于此，兵地双方着力在
兵地融合发展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兵
生态保护，特别是在生态治理和修复上下
地发展规划衔接协调力度进一步加强，共
功夫。
同研究编制“十四五”规划及交通、水
行走在十二师头屯河谷生态旅游体育
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领域专项规划；联
休闲森林公园中，人们感到心旷神怡。近
合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
年来，十二师大力整治头屯河东岸生态环
区和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各
境。这里成为镶嵌在乌鲁木齐与昌吉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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