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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的沙漠资源唤醒沉睡的沙漠资源
——新疆新疆““沙漠经济沙漠经济””发展情况调查发展情况调查

新疆是我国沙漠面积最大的省份，沙漠占自身面积四分之一以

上。该怎样唤醒沉睡的沙漠资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并驾齐驱”？经济日报记者调研发现，新疆将发展沙漠经济作为实

现生态保护和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沙海播绿步伐持续加快，特色产业

发展不断壮大，经济发展有了新看点。

本版撰文 记 者 耿丹丹 本版编辑 郎 冰 美 编 王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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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沙漠，苍茫戈壁。新疆是我国沙漠面积

最大的省份，1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漠面积

就超过了四分之一，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以及一些面积较小的沙漠分布在天山

南北。

面对沉睡于此的丰富沙漠资源，该怎样将其

唤醒？如何让绿水青山的“颜值”和价值持续增

加？沙漠经济能否因地施策？如何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同时，权衡好生态环境保护？记者深入当

地调研发现，近年来，新疆积极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沙海播绿步伐不断加快，沙生经济

林果、沙漠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不断壮大，沙漠

经济成为新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沙里“生”金

在天山南北，种植沙生植物正在成为当地群

众新选择。

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托帕艾日克村旁的

沙漠里，种植着 8000亩红柳和梭梭树，远远望去

十分壮观。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植物根部都套种

了大芸，依靠大芸产业，村民们走上了增收致富

路。“去年我们家仅种植大芸就收入 20 万元，不

但装修了房子，还买了新车，家里变了样。”村民

努日买买提·色地克告诉记者。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炎热

干旱，常年风沙肆虐。在与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

中，和田地区逐步把防沙治沙主动权握在手中，运

用生于沙漠的梭梭、红柳等植物根部套种大芸的

方式，探索出一条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相结合的

道路，当地群众也因此走出了一条增收渠道。

同样在防沙治沙的工作实践中，位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也

积极探索发展生态经济型产业，在梭梭树林下接

种大芸，人工接种的大芸面积达6.5万亩，形成了

“以生态产业养生态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如今，新疆南部

大部分沙漠边缘地区都采取了红柳、梭梭等传统

防风固沙植物套种大芸的产业发展模式，农牧民

依靠大芸种植实现稳定增收。然而，产量高、销路

少、产业链延伸程度低的问题也困扰着当地产业

发展。如何让沙漠种植更丰富，产品更精细化？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三团选择种植经济林——核桃林来破解

这一发展难题。作为新疆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之一，三团毗邻沙漠边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就开始植树造林，其中，经济林种植面积超 9 万

亩，核桃种植面积超7万亩。

凭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无霜期长的天

然优势，三团生产的薄皮核桃产量高、品质好、绿

色有机。“核桃目前亩均收入 5200 多元，实现了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三团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郭龙告诉记者，近年来，他

们加大荒漠化治理和防沙治沙力度，加快南疆沙

区特色经济林产业发展。“十三五”期间，南疆师

团新增以核桃、苹果为主的经济林逾 34万亩，累

计带动上万人就业。

自南向北，地处准噶尔盆地卡拉麦里荒漠边

缘的青河县则依靠沙棘种植一举完成了艰巨的

防沙治沙任务，改善了生态环境，并为农牧民带

来稳定收入。目前，青河县的沙棘种植面积已达

10万亩，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产业。

记者同时了解到，近年来，新疆沙生作物加

工业发展领域也不断扩展，饲料、药品、保健品、

化妆品、饮料等一大批沙产业产品相继面世；肉

苁蓉、酿酒葡萄、沙棘、枸杞等沙区特色经济植物

深加工企业达 150 多家；带动种植、加工、贮藏、

运输、销售等相关产业不断发展，沙产业链不断

延长——沙生特色经济已成为新疆沙漠经济重

要组成部分。

被誉为“丝路瑰宝”的于田沙漠玫瑰有着

2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和田地区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为其创造了绝佳生长环境。记者了解到，

当地近年来坚持把培育发展沙漠玫瑰产业作为

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统筹种植基地与生产加

工、销售流通等各环节，形成了玫瑰花香料、食

品、日化品、医药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有力促进了

当地产业发展。

黄沙变“火”

除了沙里“刨”金，越来越多地方也做起了沙

漠旅游的“生意”。

进入 5 月份，“沙漠之门”景区愈发热闹起

来。“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游客越来越多。”“沙漠

之门”景区负责人尹双龙告诉记者，“五一”期间，

他们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举办了璀璨沙漠嘉年

华、摄影展、书法展、沙漠越野等10项活动。

该景区位于塔里木河南岸，毗邻世界第二大

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故有“沙漠之门”

之称。近年来，随着“沙漠之门”景区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越野拉力赛场地旅游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在为承接大型体育赛事打下基础的同时，沙

漠骆驼、骑马体验、滑翔伞等项目也为游客带去

更好的游玩体验。

新疆沙漠神奇、壮美，沙丘形态各异，是独特

的旅游资源。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新疆旅游业

发展势头良好，沙漠旅游这种特色旅游快速发

展。滑沙、沙浴、全地形车驾驶、沙漠露营、沙滩

排球……遍布天山南北的 30余个国家沙漠公园

让游客体验到了沙漠的独特魅力。

作为我国距离县城最近的沙漠，库木塔格沙

漠与吐鲁番市鄯善县相连。上世纪 90 年代，鄯

善县在县城边缘建设了一座沙山公园。经过多

年发展，该景区各类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产品愈

发丰富，2014 年，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正式挂牌

“中国国家沙漠公园”。

近年来，鄯善县以国家沙漠公园打造开发为

抓手，投入近亿元建设资金，引进了自驾营地、沙

漠越野、沙漠三角翼等项目，打造了独具特色的

一站式旅游基地，“旅游+”内涵不断丰富，产业

链条不断延伸。2016年至 2019年，全县累计接待

游客超18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逾145亿元。

记者采访发现，依托各地资源优势，新疆沙

漠旅游虽立足于沙漠，但绝不是千“沙”一律。

武侠风涂鸦、仿古风建筑、古风表演……曾

获得“中国最美村镇”称号的乌苏市古尔图镇毗

邻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

这里，能体验到草原、沙漠、湖泊、原始森林等多

种自然风光。古尔图镇还是电影《七剑下天山》

的拍摄地之一，武侠小说《玉娇龙》人物原型也出

于此。借助资源优势，古尔图镇以“武侠”元素为

核心，打造了一个大漠边缘的“武侠驿站”。

“今年除了继续细化改造武侠小镇外，还会

增加旅游产品、开办武侠夜市，同时完善沙漠景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沙漠探险、沙漠飞行等

旅游内容。”古尔图镇人大主任许勇告诉记者，

“要让武侠小镇建设与乡村振兴、群众收入挂钩，

让当地群众更有获得感。”

位于北疆精河县托托镇的木特塔尔沙漠，每

年也吸引着大量自驾游游客。托托镇依托木特

塔尔沙漠旅游资源，通过成立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专业刺绣合作社，开办农家乐、民宿，拉动了民族

特色手工艺品及特色农牧产品的消费，让农牧民

吃上旅游饭，挣上旅游钱。

以前，托托镇古尔图牧业村的库拉太·努尔

沙哈提一家以放牧为主，如今靠着旅游接待和奶

制品供应，他们家一年的旅游纯收入有 8 万元。

“旅游旺季时人太多了，我去年最多的一天接待

了40人。”库拉太·努尔沙哈提告诉记者。

“为让游客拥有更好体验，去年开始，村里对

旅游服务做了规范，住宿、餐饮都制定了相应标

准。”古尔图牧业村“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徐海东告诉记者，“今年，村里通过招商引资正

在打造游客服务中心和星级宾馆，房车营地项目

也在规划当中。”

沙海播“绿”

防沙治沙，改善生态是沙漠经济可持续发展

之本。

4月下旬，天山北坡的乌兰旦达盖沙漠中，2

万亩蛋白桑林吐露新芽。沙漠边，精河县八家户

农场农户李孝芳一家的 200 余亩葡萄也刚出土

上架。“以前一到这个季节风沙很大，一场风过

去，葡萄叶子会被打掉，至少损失一半。”李孝芳

说，这几年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以前我们的

葡萄年产量也就 100多吨，现在最好的年份产量

能达到240吨。”

乌兰旦达盖沙漠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

边缘的精河县境内，每当大风肆虐，漫天黄沙给

当地生态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作为

新疆防沙治沙重点县之一，2013 年以来，精河县

紧紧围绕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蛋白桑种植示范点。耐旱、耐寒，具备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的蛋白桑林不仅

成了当地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还守护了沙漠周

边的农田，周边农户的收成逐年增加。

“多年来，为保证蛋白桑的成活率，提高种植

效率，基地取得了快速植树装置、早植期保护装

置、高效节水装置、自动灌溉系统等多项实用新

型专利。我们今年计划延伸种植 4000 亩蛋白

桑，替换更加节水的园林管。”精河县蛋白桑种植

基地总经理刘吉发说。

正值植树季，且末县陆续开启了新一年的植

树防沙任务，当地群众纷纷为沙漠添绿贡献力量。

且末县三分之二的面积为沙化土地，县城与

沙漠仅一河之隔。从 1998 年开始，当地打响防

风治沙“家园保卫战”，连续 20 多年坚持植树造

林。在车尔臣河以东的沙漠中，他们成功栽下一

条长 20 多公里、宽 7.5 公里的防护林带，当地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开展持续的、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在戈壁、沙

漠播“绿”，是多年来新疆沙漠边缘城市一项重要

且持续的工程。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三团，万亩公益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筑起一

道绿色生态屏障。每天，护林员们都悉心管护，

确保它们在沙漠里深深扎根。

2009 年，三团职工买买提·艾利成为万亩公

益林的守护者。“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儿，但这些年

看着这些树慢慢长大，成就感大过一切。”买买

提·艾利告诉记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沙区团场有 100余个，

生态环境脆弱，防沙治沙任务艰巨。近年来，他

们加大荒漠化治理和防沙治沙力度，“十三五”期

间累计投入防沙治沙资金 14.81 亿元，完成沙化

土地治理280.22万亩。

绿地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疆还在技术型

防风治沙上下功夫，形成并推广无灌溉造林、工

程治沙、低覆盖度造林等一批先进实用的治沙模

式，新技术、新苗木的应用和推广逐渐扩大。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沙漠之门”所在

地，种植着2.6万亩的四翅滨藜，一株株绿色植物

在沙漠中焕发着生机。

“沙漠之门”延绵几百公里的沙丘上，几乎寸

草不生。为有效防沙治沙，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十一团立项并投入资金上千万元，在这里定

植四翅滨藜苗木。“四翅滨藜是木本植物，耐干旱、

耐盐碱、粗蛋白含量高，枝叶可用作动物饲料。”十

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人员谢小云说。

据悉，“十三五”以来，新疆有 2400多万亩沙

化土地得到治理，从黄沙漫漫到绿意葱茏。植绿

只是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开端，多年来，新疆各地

通过加强草原封禁保护、强化森林防控、以水定

林草等方式，保护这片“绿色家园”，不断助力沙

漠经济可持续发展。

凭借独特的沙漠资

源优势，新疆将防沙治沙

和发展产业相结合，取得

了一定成效——使沙漠

增绿、资源增值、企业增

效，既改善了生态环境，

又促进了农牧民增收，推

动沙化荒漠化地区经济

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

新疆沙漠产业发展基础

薄弱、规模尚小。投入不

足、效益不高、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还相当突出，沙

漠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才

能做好独特性这篇大文

章？让沙漠产业有价值的

同时有颜值，实现可持续

发展？这需要树立戈壁沙

漠也是金山银山的新资

源观，创新思维、科学谋划、合理开发，真正把

沙漠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长期优势。

首先，增加“价值”，加大投入力度，增强

支持力度。目前，新疆沙漠经济发展仍呈现

粗放模式。拿沙漠旅游来说，很多景区仅为

游客开放了一个沙漠场地，基础设施不齐全，

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体验感不强，景区“含

金量”相对较低。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延

长景区的体验“链条”至关重要。

在沙漠种植上，更需要政府引导支持，科

学技术对沙漠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目前还远

远不够，导致后期管理后劲不足。要实现沙漠

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

帮扶十分重要。

其次，提高颜值，避免同质化，挖掘特色

因“沙”制宜。新疆沙漠资源丰富，近几年，当

地抓住这一特色发展沙生经济作物种植和沙

漠特色旅游。但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各地沙

生经济作物种植同质化程度过高。比如，和

田地区基本以套种大芸为主，销售上也以初

级加工产品偏多，难免会导致销路不畅。

与此同时，各地的沙漠公园基本都设置

了沙漠越野、滑沙等项目，难免产生同质化竞

争。要提高沙漠颜值，需挖掘出更多特色。

比如在沙漠里开展寻宝活动、发掘沙漠探险

路线、建设沙漠特色小镇等。只有打造更多

能留住游客的旅游项

目，才能真正打响旅

游牌，拓宽致富路。

渔民在位于新疆尉犁县的罗布湖渔民在位于新疆尉犁县的罗布湖捕捞产自沙漠海子里的螃蟹捕捞产自沙漠海子里的螃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赵 戈戈摄摄

在桑果成熟期，精河县蛋白桑种植基地的农民们忙着进行采摘。 安晓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