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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造血””式帮扶如何真见效式帮扶如何真见效
——广东创新产业援疆方式调查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产业援疆是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

在对东西部对口帮扶的

采访中，记者观察到，产业帮

扶始终是一剂最有效的扶贫

药方，也是各地最花力气的

帮扶措施之一。在广东产业

援疆过程中，“造血”式产业

帮扶是重要抓手，也颇具特

色。2020 年 12 月底，经济

日报记者走进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采

访调查广东创新性产业援疆

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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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地处偏远，自然环境脆弱，产业发展

滞后，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此外，产品运

输距离较远，一些企业水土不服，导致企业平

均寿命较短，难以形成完整产业体系。因此，

产 业 援 疆 成 为 对 口 援 疆 一 个 十 分 重 要 的

工作。

抓好产业援疆工作必须坚决服从服务新

疆工作总目标。产业援疆作为对口援疆一个

重要方面，要紧紧聚焦总目标，处理好稳定和

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没有稳定，一切皆零”

思想。多年产业援疆实践表明，社会和谐稳定

了，经济就能又好又快发展。反之，社会不安、

人心不稳，经济发展就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

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建厂、扎根发展。同时，

实践也表明，产业援疆抓得出色，解决就业人

数多，无形之中也增加了稳定的力量。

抓好产业援疆工作必须紧贴民生。在新

疆，特别是在南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要大量解决就业，扩大就业容量，尤

其是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必须下功夫

发展能够大量增加就业岗位的产业。广东产

业援疆的实践表明，重点引进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受援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提供了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为受援地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力量。

抓好产业援疆工作必须做长期性努力。

产业援疆本质上说是增强新疆“造血”功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但就当下而言，改善新疆特别

是南疆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不是一日之功，

培育产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急功近利、好高

骛远，也要看到提高群众就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抓产业援疆工作“等不

得”更“急不得”，不仅要立足当前，还需摒弃速

胜思维，放眼长远，做好长期作战准备。

抓好产业援疆必须以促进民族团结为引

领。在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群众生产生活方式

转变。广东产业援疆首创在援疆企业里办学

校，丰富了产业援疆工作内涵，成为促进民

族团结的重要抓手和创新平台。要把增进民

族团结进步深入持久开展起来，充分发动企

业自身力量，创新方式载体，发挥更大社会

功能，产生更好经济效益，实现多方互利共

赢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驻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工作队副队长）

美丽而贫困，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记者到南

疆游历时留下的深刻印象。30 多年过去了，南

疆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受历史、地理、人口结

构、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落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下称“三师图市”）北邻天

山，西依帕米尔高原，南连喀喇昆仑山脉，东接塔

克拉玛干沙漠，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面积最

大的师市。2010 年全国实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

作，广东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伽师县

和三师图市，其中，以东莞市牵头，集珠三角部分

发达地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之力对口支援三师图

市，又称“组团式援疆”。

在广东产业援疆过程中，产业帮扶是最见成

效的帮扶措施之一。如何实现有效的“造血”式

帮扶？产业援疆中有哪些路径值得持续坚持？

2020年 12月 21日至 26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三

师图市的广大团场和连队，深入调查广东产业援

疆的创新探索。

输入纺织产业链

刚走进 41 团草湖产业园，记者就听到了一

个好消息：东纯兴集团 100 万锭纺织项目已于

2020年6月实现全部投产。

遥想 2015年 8月记者入疆采访时，该项目一

期厂房的第一批桩刚刚打下，前景可期。现如

今，共三期总投资 40 亿元建成的 16 个 3 万平方

米现代化纺纱车间，全部开足马力生产。

“现在订单很满，不愁销路。”东纯兴集团董

事长凌力告诉记者，自 2017 年第一期项目投产

以来，截至 2019年底，东纯兴集团累计产销各类

纱线约 2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约 40亿元，为三师

图市累计上缴税费 4534 万元。凌力称，受疫情

影响，2020 年三期工厂销售收入为 17.5 亿元，

2021年预计可达到25亿元。

在东纯兴集团纺纱车间，虽然机声隆隆，但员

工麦丽克扎提·亚库普的喜悦还是让人听得很真

切：“东纯兴让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她告诉

记者，她在东纯兴已工作 4 年，见证着企业的发

展，自己也从普通员工成长为一名前纺质检员，现

在每月可以拿到3200元以上的收入。

据凌力介绍，公司目前有 4168 名员工，七成

多是少数民族；共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1209 人；通过校企合作，每年为三师图市定向培

养高技能人才100多人。

产业援疆要想起到精准扶贫的效果，不仅需

要“真感情、大资金”，更需要“好眼光”。广东作

为经济大省、产业大省，在对口援疆时抓住“促就

业”这个核心，因地制宜，着力选择既符合地方特

色优势，又能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

基于这样的思路，纺织服装业成为首选。一

来因该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突出，二来因为新疆

具有国内最为优质的棉花资源。新疆棉花产量

约占全国八成，其中三师图市棉花年产量约达

15万吨，可被东纯兴集团 100万锭纺织项目全部

消纳。

2014年 6月，广东省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定共建兵团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并决定由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三师图市前海集团两家

国有企业，以及东莞以纯集团、山东德州恒丰集

团两家民营企业共同建设东纯兴集团 100 万锭

纺织项目。

随着 100万锭纺织项目全面投产，三师图市

的纺织产业链正在向下游延伸。2020年，一个织

袜新项目被援疆工作队引进——新疆唐锦纺织

有限公司落户三师图市达坂山工业园，2020年 5

月开建，当年10月就建成投产。

记者来到唐锦公司车间，只见数百台织袜机

正有序运转，100 多名员工在机器前忙碌。该公

司副总经理李峰告诉记者，公司投产仅3个月，产

值已达2000多万元；未来3年唐锦计划投资约15

亿元，引进 1万台织袜机及橡筋、包纱、袜产品包

装等生产配套设备。“达产后，公司可年产13亿多

双中高档棉袜，年产值可达约 25亿元，出口创汇

可达 3亿美元。不仅如此，还将解决 1万人就业，

带动当地群众致富。”李峰说。

面对部分达产产能，唐锦也积极创新模式，

开设“卫星工厂”带动兵团群众致富，将翻袜、缝

头、定型等后道工序分散到周边团场的居民区

里，许多当地妇女足不出户就能在家挣钱。

37 岁的阿孜古丽·米吉提是 3 个孩子的母

亲，如今她在 51团一个由安居房改造而成的“车

间”里上班。“在这上班很方便。每天工作六七个

小时，每月能赚 2000元左右。”阿孜古丽·米吉提

一边麻利地缝着袜子一边对记者说。

一团小棉花，勾连着广袤土地上的棉农和现

代化工厂的纺纱工、织袜工，正逐步成为南疆兵

团人口集聚、致富的大产业。仅以东纯兴集团所

在的 41 团草湖产业园为例，2017 年至 2020 年 3

年间，该团镇的注册企业数、GDP、工业增加值、

团镇总人口均实现了翻番增长。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三师图市的纺

织服装产业链仍然较为单一、脆弱。基于此，东

实集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三师等共同出

资设立了“新疆草湖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基金”。

其中，东实集团作为东莞市政府指定出资合伙

人，在纺织服装发展基金中计划出资 3 亿元，希

望发挥撬动作用，进一步完善三师图市的纺织服

装产业链，吸纳更多就业人口。

除了纺织服装产业，广东还通过多种方式带

动当地产业发展，仅 2017年至 2019年，就先后引

进 70多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90亿元，累计为

三师图市新增就业岗位1.3万个。

多年来，围绕三师图市的产业配套建设，广

东援疆资金一直发挥积极作用。仅 2020年就投

入 22958.6 万元，其中投入草湖镇产业促进就业

基地建设的资金达9000万元。

培育本地致富“头雁”

通过招引项目建起新工厂、培育大产业，固

然是见效快的产业援疆之策，但东莞援疆工作队

认识到，相较于“输入”式的工业产业，立足南疆

农牧业及传统手工业等“贴着地面”、建在家门口

的特色产业，培育少数民族致富能手，助其做大

做强，从而带动更多乡亲邻里脱贫致富，也是一

条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南疆的深度贫困地区不乏致富能

人。开尔旺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艾尼·吐孙 10

年前还是一名散养户，家里最多不过五六头牛和

30多只羊。2014 年起创办合作社经营牛羊生产

销售、幼苗繁育、农家肥销售、农家乐业务，现在

合作社一年能卖出 800多头牛、500多只羊，净赚

约 300 万元。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羊羔托养、贫

困户就业、养殖技能培训、兜底销售等方式带动

了周边贫困户脱贫增收。伽师总场的古丽斯坦·

米吉提是一名制衣高手，在兵团妇联帮助下建立

了裁缝厂和合作社，带动了数十名当地少数民族

妇女就业。44 团吾斯曼·吾布里制作的葫芦烙

画广受好评，市场也不错。近年来，他主动招收

贫困户子女，手艺过硬的徒弟每月固定收入2000

元至 3000 元，为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提供了一条

新出路。

为进一步发挥致富能人的“头雁”效应，提升

当地特色产业档次，带领更多群众稳定致富，广

东援疆工作队 2020 年起创新性地实施“培育少

数民族致富带头人项目”。2020 年 9 月，经过评

选、考察和评分等环节，最终选出艾尼·吐孙、阿

依甫·库瓦等 6 人为致富带头人培育对象，涵盖

养殖、传统手工、工艺品加工三大特色行业。随

后，援疆干部迅速与相关团场对接，根据实际情

况形成“一人一策”的培育方案。

据广东省援疆指挥部驻三师图市工作队副

队长高佐达介绍，每个项目培育期约 3 年，分为

“启动、加快培育、验收推广以及总结提升”四个

阶段进行，总投入约 400万元。目前已完成第一

阶段工作。启动期预算培育经费每人 10万元到

30 万元不等，现已拨付到每位致富带头人手中，

帮助他们迅速推动项目启动。

走进托云牧场，记者已感受到这个贫困的高

寒山区正随着两名致富带头人培育项目的实施

变得温暖而有希望。托云牧场位于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是三师图市唯一的边境一

线牧场。近年来，阿依甫·库瓦的卡拉布拉克养

殖合作社和吐孔·沙热的帕米尔刺绣合作社在托

云牧场发展得不错，带动了不少人脱贫，但要进

一步发展，却面临着许多瓶颈。

在阿依甫·库瓦看来，养殖场规模及品牌知

名度等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再加上高原牧草稀

缺，限制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吐孔·

沙热来说，缺少专业培训的师资和机会，限制了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培育致富带头人项

目，“一人一策”的培育方案将更精准地解决他们

所遇到的经营发展难题。

例如，针对阿依甫·库瓦的养殖合作社的情

况，培育计划将聚焦扩大现有养殖专业合作社产

销规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塑造优质畜牧产品

品牌。而阿依甫·库瓦关心的冬季牧草问题，工

作队也将投入 35 万元，在放牧荒滩上新建人工

草场 200 亩，保障牛羊冬季饲养需求。阿依甫·

库瓦告诉记者，他很感谢援疆工作队给予的扶

持，希望在本次培育项目帮助下，能够把牧场牛

羊肉推广出去，带领身边更多牧民增收致富。

借助广东援疆资金和平台资源优势，吐孔·

沙热的帕米尔刺绣合作社的产销规模也将得以

扩大。培育方案将着重为吐孔·沙热及合作社

60 名“绣娘”提升生产水平和设计水平，并为合

作社开拓市场销路，提升品牌影响力，带动托云

牧场职工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合作社，帮扶低

收入群众稳定增收。

在大漠深处，这项花钱不多但情感浓厚的培

育项目使少数民族致富能手找到了“组织”，燃起

创新创业的火种，使产业援疆更具现实性和根

植性。

培训合格产业工人

“工厂易建，合格的产业工人难求！”这是援

疆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

生产出三师图市第一根数据线的新疆粤通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红阳说：“少数民族工人

如果不懂普通话和汉字，机器上的提示文字就看

不懂，也不易交流，必然影响生产。”

为适应企业发展之需，使产业项目又好又快

地发挥扶贫效应，近年来，广东援疆指挥部及时

推出“一十百千万”工程，其中“千”“万”工程是指

培训千名少数民族技术型人才，教会万名少数民

族群众流利说普通话。驻三师图市工作队则安

排援疆教师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单独制定教学手

册，并定期深入企业指导开展普通话培训。

凌力介绍，2016年 5月东纯兴集团第一期 30

万锭纺织项目投产后，首批 60 多名少数民族员

工就由于语言不通、技术培训听不懂而无法表达

需求，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和各工种的协作。东

莞援疆工作队在了解情况后，迅速提出解决方

案，拨付专项资金帮助企业开展党建引领下的国

家通用语言培训。2016年 6月，东纯兴集团第一

个员工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班正式成立。开班以

来，公司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从最初的一个班只

有 60 多人，到现在拥有 20 多个培训班 2300 余

人，如今东纯兴集团已成为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

国家通用语言培训中心。

在采访中，麦丽克扎提·亚库普用流利的普

通话告诉记者，入职 4年来她持续参加公司的普

通话培训，水平不断提高，在工作中的交流更加

顺畅，同时学到了更多技能。业余时间，她还兼

职做公司的普通话讲师。

为响应援疆工作队的“千”工程要求，全面提

升生产一线员工操作技能和综合素养，粤通公司

从 2020 年 5 月起开设技能培训课程，到 11 月底

共培训 571 人。公司还不定时进行“技能大比

武”。该公司员工西艾力说：“通过培训，我了解

了许多专业技术知识，也找到了工作的方向与意

义，为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很多帮助。”

知识与技能正在改变当地青年的命运。注

塑组员工木沙江·买海提在图木舒克职业技术学

校毕业后，回到团场一直以打短工、务农为生，粤

通公司正式投产后，他进入企业工作。“刚开始我

什么都不懂，但通过公司的技能培训，很快掌握

了注塑技巧，如今我成了一名合格的产业工人。”

现在，木沙江·买海提已是生产线成型组的一名

小组长，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

“培训扩大了工厂员工知识面，全面提高了

专业技术素养。与东莞同等规模的生产线相比，

培训后这里的工厂能达到东莞工厂 60%的产能，

在培训前这一数字仅为 10%。”陈红阳表示，未来

3年电子产业园将打造成年产值 3亿元的线材基

地，计划用工总人数约1500人。

围绕现代产业核心要素——产业工人，广

东援疆队创新帮扶方式，用心用情做好普通话

和技能培训，使当地青年壮“志”强“智”，实

现了从“0”向“1”的转变，为南疆拔掉“穷

根”夯实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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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