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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地是什么颜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和平解放

之初，新疆百废待兴，色彩单调。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新疆

与祖国同奋进、共成长，天山南北愈发多彩。描绘新疆这幅多彩

画卷的，有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白手起家办工厂，戈壁滩上建绿洲。创业初期，广大军垦

战士在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开荒造田；从农副产品加工业起

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化工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抓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履行兵

团职责使命，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维稳戍边能力显著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奋笔描绘新时

代发展画卷。

构筑精神高地

挥笔作画，重在气韵。秉持红色基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特别注重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构筑精神高地，为新疆发展

画卷增添气韵。33年前，位于西北边境的界河——阿拉克别克

河突发特大型雪融性洪水，如果不及时堵住洪水，我国就要失

去 55.5 平方公里国土。驻守在这里的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迅

速组织干部职工进行封堵，历时 16 个昼夜将肆虐的洪水逼回

故道，确保了领土安全。

“一寸国土不能丢”“我们在，脚下的土地就在”……亲历者

讲述当年的壮举时，神情里依然透着自信、果敢与豪迈。团场

干部刘锦安自豪地说：“大家心中装着祖国，有着一种精神力

量。你只要来到一八五团，一定会爱上这里。”

一八五团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春季多风，人们笑言：发型随

风而变，上午是“三七分”，下午换“二八分”；夏日蚊虫肆虐，一

巴掌能拍死几十只；冬季雪深及膝，成了白色“孤岛”。在一八

五团坚守了 30 多年的马军武说：“现在条件好了，更要传承和

发扬好兵团精神。我们不仅是边境地区的护边员，还是兵团精

神的宣传员。”

砥砺奋进勤为笔，丹青溢彩绘传奇。创业初期，军垦战士

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吃粗粮饭，拿起工具搞建设，与地方干

部群众一道描摹新疆发展轮廓。眼下，兵团广大干部职工正以

不吃老本、再立新功的精神状态，大力弘扬兵团精神、老兵精神、

胡杨精神，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

通过构筑精神高地，兵团各师市有力推动各地经济高质量

发展。去年以来，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以“党建+”为抓手，引领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2020年，该师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列兵团第一。

坚持绿色发展

兵团人既是戍边卫士，又是生态

卫士，始终为新疆发展画卷厚植绿色

基调。兵团一师三团曾饱受风沙灾

害，上世纪70年代起该团组织规模化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保护生态环境。

“田地林网化达到90%以上后，风沙明

显减少。”一师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员郭龙表示，自从沙漠与农田

被防护林分隔开，沙尘天气减少约70%。

近年来，兵团一师持续推进“三五九林业

生态工程”与沙漠生态治理工程，该地区年降水

量比规模化植树造林前增加了 60%。截至目前，一师已在沙漠

边缘、风沙一线编织了12.88万亩的林网。

“全连职工坚决履行生态卫士职责，每年参与防护林管护

的人数达 3000多人次。”一师十二团十二连党支部书记王超介

绍，连队聘请了专职人员负责修枝、防水、防虫等管护工作。此

外，每年都组织职工进行渠道清理、除草防虫。

绿意不仅在团场，也在兵团城市蔓延。初夏，兵团第六师

五家渠市街头花团锦簇，绿意盎然。截至目前，该市城区绿地

面积为 14040 亩，绿化覆盖率达 55%。五家渠城市管理局副局

长孙浩铭介绍，近年来该市“留白地”都已种植了树木，实现了

推窗见景、开门见绿的景象。

生态卫士厚植生态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产业优势。兵团第

九师被誉为祖国雄鸡版图尾部最美丽的一片翎羽。第九师立

足良好生态环境，叫响“云上草原·红色故乡”旅游品牌，建设了

一六一团芍药谷等景区，带动职工增收。统计显示，2020 年九

师接待游客 115.1万人次，收入达 5.18亿元。下一步，九师将实

施全域旅游提升、交通网络连接、特色文化融入等工程，全力打

造具有兵团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

强健城市经济

今年 3 月，兵团管理的第十一座城市新星市

挂牌成立，与十三师实施师市合一的管理

体制。十三师党委提出，要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建设、精细化管理，将

兵团文化、历史文化、红色基

因融入城市建设之中，把

新星市建设成一个既

有风情又有文化的

区域性特色城市。

该 城 镇 集 聚 人

口 、资 金 、信

息、产业，有

利 于 改 善

职 工 生 产

生 活 条

件。设市

建 镇 是

兵团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从建设“军垦第一

城”石河子开始，兵团就不断探索和发展城市

经济。在建设和管理城市方面，兵团坚持高

起点规划、高水平运营，为新疆发展画卷增添

了一抹亮色。

兵团党委要求，要以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

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留存

历史印记、延续城市文脉、讲好城市故事；把兵团

红色基因融入城市之中，突出兵团特色；推动文

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推进景城一体发

展，使职工群众在城市中生活得更加美好。

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以“南疆中心、屯垦

古城、丝路绿洲”的城市形象定位，结合军垦故里、

丝路驿站、沙漠湖滨等元素，培育体现特色的城市

文化品牌。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书记李震国表示，

要突出城市核心区“一环一线一河”等关键节点，打造

城市生态文明展示区。

在强健城市经济方面，兵团各师市坚持集约高效利用

土地。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向沙漠要土地，向沙漠要效益；在沙

漠边缘规划建设了工业园区，吸引锦华城纺织、未来农业等企业

入驻。第一师阿拉尔市推动城市发展与产业规划有机结合，与

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与职工群众生活需求相适应。该师市着力壮

大纺织服装、石油化工、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去

年引进了阿拉尔桐昆纺织产业

园、新疆臻泰产业孵化园、

新疆东彩织布家纺

3 个 总 投 资 近

200 亿元的

项目。

在“军垦第一城”石河子

市，有两处相距不远的“地标”

建筑，也是当地的两张名片。

一处是屯垦戍边纪念碑，其主

体是一把利剑，巍然矗立、直插

云霄；一处是艾青诗歌馆，展示

著名诗人艾青的生平和作品，

特别是当年他为石河子的建设

成就所感动，深情创作《年轻的

城》的历程。

两处地标，一文一武；两张

名片，一刚一柔，彰显兵团人的

初心本色。生在井冈山，长在

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

天山，脱胎于人民军队的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在忠实履行神

圣使命过程中，始终散发着剑

与诗的光芒。

细细品味，诗剑有魂。这

把剑，披荆斩棘，开辟新疆新

天地；这把剑，熔铸为犁，垦荒

造田创奇迹；这把剑，革除积

弊，深化改革写传奇。这首

诗，豪情纵横，赞颂英雄新壮

举；这首诗，铭记来路，热血边

关留新句；这首诗，鼓舞士气，

唱和建设凯歌曲。

剑胆诗心映边关。其实，

兵团职工的锐气，就是一把锋利的剑；维稳戍边的实

践，就是一首隽永的诗。进入新时代，兵团广大干部职

工怀“诗心”、沥“剑胆”，正以不吃老本、再立新功的精

神状态，推动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维稳戍边事业

取得新成就。

图木舒克市北倚天山、东临塔克拉玛干

沙漠，位于叶尔羌河下游，于 2004年正式挂

牌，与兵团第三师实施师市合一管理体制。

“1950 年春，四十一团军垦战士响应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拉动‘军垦第

一犁’。”走进位于图木舒克市中心的新疆屯

垦历史博物馆，讲解员正在讲述兵团人屯垦

戍边的故事。

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地处新疆南

疆四地州几何中心的图木舒克市，历经十余

载建设，荒漠戈壁已不见踪影，只见座座高

楼错落有致，柏油道路旁满眼绿意。作为建

城初期的见证者，图木舒克城市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郝伟表示，图木舒克从一片戈壁滩崛

起成一座生态新城，就像是在白纸上作画。

建城初期主城区只有 5平方公里，如今的中

心城区超过26平方公里。

2016 年，图木舒克市被评为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2017 年获评国家园林城市，2020

年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9%。在推进生态功

能区建设的同时，当地经济也在飞速发展。

截至 2020 年，图木舒克市工业生产总值突

破140亿元。

如今，三师图木舒克市拥有喀什经济开

发区兵团分区、图木舒克经济技

术开发区、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共三个开发区；仅图木舒克经开

区就有 120余家企业入驻，规模以

上企业达45家。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图木舒克有

限公司于 2020年 4月落户图木舒克

经开区的永安坝工业园，总投资

3.5 亿元，计划今年 6 月投产。“这

里区位优势明显、原料供应充足，

特别是招商政策优、营商环境好，

我们计划将集团公司所属棉籽

工厂整合到这里。”该公司办公

室负责人赵校新表示。

“今年一季度，图木舒克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5.1%，增

速在兵团各师市中排第三位；第

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排名

第一位。”图木舒克经开区负责人

介绍，师市成立了经济工作指挥部，

全力营造招商环境，抓好项目建设。

南疆中心、屯垦古城、丝路绿洲，

图木舒克这座生态新城正迸发出勃勃

生机。

初夏，记者走进绿树成荫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这座 2004年挂牌

成立的军垦新城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成为

兵团产业发展高地。

坐落在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

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车间里，在工人和焊接机器人操作

下，皮棉清理、籽棉采收等机械设

备生产如火如荼；车间外，一台

台六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排

列整齐。“以前需要从国外

进口扎花设备，现在已

实 现 全 国 产 化 替

代。我们研发生产

的三行采棉机、六行

采棉机已通过测试，

技术水平和国外产

品不相上下，能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我们

有信心实现国产采棉

机对进口采棉机的全替

代。”公司销售总经理段

其森说，“现在公司正在扩

建 2 万平方米的厂房，为批

量生产六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做准备。”

新疆烽火光通信有限公司车间自动化

生产线上，一条条细如发丝的光纤线经过着

色、松套、绞合、护套等环节，变身为光缆。“5

月起，公司进入生产旺季，每月能生产 3000

公里长的光缆。”企业生产部经理何佳说，除

了满足新疆市场需求外，一些产品还将阔步

走出去。公司借助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优势，正在深耕中亚、欧洲等国际

市场。

“2004 年五家渠市挂牌成立后，迎来了

快速发展期。”第六师五家渠市商务局副局

长陈亮说，五家渠市距乌鲁木齐市仅 30 多

公里，建市后多条高速穿城而过，激发了城

市的发展潜力。该师市地区生产总值从

2004年的约 30亿元增长到 2020年的 300多

亿元。工业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有

色金属加工、煤电煤化工等传统产业起步，

向装备制造、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文化旅

游等产业加速转型。

陈亮表示，“目前，五家渠市依托区位优

势和园区产业优势，向兵团先进制造业基

地、乌鲁木齐—昌吉都市圈休闲旅游度假区

和生态宜居城市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