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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援疆工作简报 
第二十六期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2019 年 10 月 15 日 

为 港 城 增 光   为 巩 留 添 彩  

 

张家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考察团 
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7 月 22 日，张家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考察团赴巩留县，

看望慰问结对帮扶贫困户，开展援疆交流活动，推动帮扶工作

精准对接。巩留县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

巩留县政府副县长、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副组长马春青接待了

考察团一行。 

上午，考察团在提克阿热克镇走访慰问了“1+1 帮 1”的

结对帮扶贫困户，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详细询问了

身体情况和生产生活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抢抓党的各项

惠民政策，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下午，在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召开座谈会。巩留县委副书

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

邵军民向考察团介绍了张家港

市援疆工作组各项援疆工作开

展情况，希望张家港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通过此次考察交流

活动，搭建合作平台，加强联

系、增进沟通，为两地对口交流和援疆工作添砖加瓦。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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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捐赠了 10 万元小

援疆资金。 

 

张家港保税区代表团赴巩留考察交流 
 

7 月 22 日，张家港保税区（金港镇）代表团在保税区管委

会副主任季峰带领下，赴巩留县阿尕尔森镇、羊场开展对口交

流和结对帮扶活动。代表团一行首先前往羊场、阿尕尔森镇慰

问 5 户贫困户，随后来到阿尕尔森镇、羊场座谈交流。巩留县

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巩留县政府副县

长、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副组长马春青陪同。 

巩留县阿尕尔森镇党委书记詹辉明主持座谈会并首先向代

表团介绍了阿尕尔森镇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阿尕尔森镇近

年来在脱贫攻坚、群众工作、

民生工作、社会事务等方面的

工作进展，以及对对口援疆结

对帮扶工作的意见建议。张家

港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季峰介

绍了保税区在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取得的显

著成效以及今后援疆结对帮扶的相关措施，表示两地之间要有

来有往、常来常往、相互交流学习。随后，保税区向阿尕尔森

镇、羊场捐赠帮扶资金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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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残联考察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7 月 23 日，张家港市残联考察团赴巩留县开展对口援疆

和结对帮扶工作。巩留县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

邵军民，巩留县政府副县长、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副组长马春

青接待了考察团一行。 

在两地残联座谈会上，巩留县残联就巩留县残疾人工作开

展情况向张家港考察团进行了介绍，双方交流了两地残疾人帮

扶工作情况。随后，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妇幼保健中心康复科、

中医医院康复科、中医医院针灸

推拿室等地，通过听取介绍、实

地查看等形式，就残疾人精准康

复、技能训练、残疾人就业等特

色亮点工作进行了观摩。考察团

表示，观摩交流为两地今后开展

残疾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希望今后多搭建沟通交流的平

台，推动残疾人工作再上新台阶。 

观摩结束后，考察团还前往巩留县提克阿热克镇塔勒德村现

场为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了扶贫牛，鼓励他们尽早脱贫，走

上致富路。 

邵军民向代表团简要介绍了第

九批张家港援疆工作取得的成效，

在张巩两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援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总

目标，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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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断趋好。今后两地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交

往，发挥各自优势，互通有无，不断增进友谊，深化合作，推

动两地携手发展。 

 

换一种方式援疆 
 

为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新疆建设的战略部署，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创新援疆模式，在张家港市设立巩留之家暨

巩留特色农产品销售旗舰店，并对购买巩留特色农产品的大客

户，授予“援疆使者”方式，让市民通过消费，换一种方式援疆。

为进一步让“援疆使者”深度了解新疆，7月 11日，由张家港

市北纬 43℃公司组织的首批“援疆使者”来新疆体验当地风土民

情，品尝巩留特产，推动民间援疆更上一个新层次。 

本批来疆的“援疆使者”有 2位

新加坡籍客人，高女士出生在台湾，

后定居新加坡，成为“援疆使者”后，

高女士带女儿积极报名参加新疆体

验团，在新疆期间，深入农村、农户，

了解当地生活情况，高女士说，以前

从来没来过新疆，这次来疆后，才发现新疆真的很美。高女士提

出希望能够组织专家团队，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作为政府援疆

的补充，使援疆更有成效。 

作为巩留特色农产品销售旗舰店的运营商，张家港市北纬

43℃公司积极推行“援疆使者”活动，公司匡勇总经理高度重视

首批新疆体验团活动，亲自带队来疆考察。体验团考察结束后，

匡勇总经理对巩留县水果种植、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合作社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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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考察，考察期间采购了 2

批树上干杏，通过网络团购方式销

售一空，在张家港取得较好反响。

匡勇总经理通过考察，建立巩留特

色农产品供应网络，为下一步拓宽

巩留特色农产品销售旗舰店业务

打基础。 

 
张家港市党政代表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7月 29-30日，张家港市委书记沈国芳率党政代表团赴巩留

县考察交流对口支援工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进一步贯彻

落实第七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精神，力促两地交流合作不断

巩固，友谊永远常在。 

30日上午，张家港市党政代表团在江苏省援伊前方指挥部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伊犁州纪

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彭忠，巩

留县委书记唐晓荣，巩留县委副

书记、县长卓力德拜，巩留县委

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

长邵军民等陪同下，先后前往县

第一幼儿园、巩留张家港实验学校、城北中小微企业创业园民生

工业基地、援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留园）、生态农业观光园富

芍基地，实地查看张家港对口巩留援疆项目建设情况。 

 

 



 

 - 6 - 

随后，代表团一行来到张

家港市援疆工作组驻地，看望

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了解他们

的工作生活情况，嘱咐大家好

好工作，发挥传帮带作用，为

两地对口支援工作作出更多贡献。 

考察结束后，召开了张家港·巩留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江

苏省援伊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伊犁州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彭忠，江苏省援伊前方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伊

犁州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钱良；张家港市领导沈国芳、陆德

峰、王瑜；巩留县领导唐晓荣、卓力得拜、李鸣、艾力木拉提、

塔西买买提、邵军民、乔雪刚、沈慧娟、马春青参加会议。 

巩留县委书记唐晓荣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向张家港市党政代表

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张家港市一直以来给予的无私援

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巩留县各族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脱贫攻坚有序推进，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成功创建为“中

国天然氧吧”。教育事业、医疗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

益完善，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唐晓荣指出，“雪岭云杉根

连根，张巩人民心连心”，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张家港市委、

市政府的鼎力支持，离不开第九批全体援疆干部人才的真情付

出，扶贫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智力援疆效果显著，有力

促进了巩留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推动了两地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

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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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委书记沈国芳表示，通

过 9年多的对口支援，两地广泛交流、

深入合作，建立了“一家亲”的深厚

情谊，实现了“一家人”的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巩留生态资源得天独厚，

经济发展空间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生事业稳步提高，各族

群众安居乐业。在介绍了张家港市的基本情况后，沈国芳指出，

张家港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面

高效开展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上级各项决策部署，立

足巩留实际，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各项援疆工作，持续加强两地多

层次、宽领域的对接与合作，常态化开展党政代表团互访、互派

干部挂职等交流活动，不断健全区镇之间结对帮扶体系，完善村

村结对体制机制，强化两地企业、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持续开

展好“1+1帮 1”精准扶贫工作，以更实举措打造援疆亮点。突

出抓好智力援疆，做好新一轮援疆干部人才的精准选派、科学使

用，为巩留发展提供更强的智力支持。持续深化两地招商引资、

旅游推介合作，帮助巩留发展特色产业、绿色产业、拓展产品销

售渠道。积极开展民生援疆，充分发挥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关

爱基金和瑞龙大健康产业发展基金作用。注重靶向施策、培育内

生动力，集中力量推进学校、医院等民生项目建设，切实帮助巩

留群众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产条件，全力以赴推进对口援建各

项工作。 

彭忠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第九批对口援伊工作还有不到半年

即将结束，希望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继续弘扬“张

家港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行动，抓好援疆项目推进，健全考

核管理机制，用好管好项目资金，确保实现“不留尾巴到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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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任务，沉下心、扑下身，深入基层、深入困难群众，带着

党性，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第九批援伊扫尾工作，确保圆满“收

官”。 

巩留县委副书记、县长卓力得拜主持会议。巩留县委副书记、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汇报了第九批援疆工作开展情

况。 

会上，还举行了张家港（巩留）

援疆公益关爱基金 2019年第一批

救助金发放仪式，共发放资金

94.68万元；并举行了由张家港金

茂创投、郑州瑞龙国药、大连中以

英飞三家公司共同合作发起设立的张家港瑞龙大健康产业基金

签约仪式。 

下午，张家港市党政代表团在县委书记唐晓荣，县委副书记、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慧娟，

县政府副县长、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副组长马春青的陪同下前往

吉尔格朗乡看望慰问了“1+1帮 1”的 2户贫困群众，送去了慰

问金和慰问物资。 

 
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为巩留县 40 名 

贫困家庭孩子捐资助学 
8月 3日，张家港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志凯

率代表团赴巩留县开展援疆结对帮扶捐资助学活动，帮助家庭困

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捐资助学座谈会由巩留县委常委叶尔肯主持。巩留县委副书

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介绍了第九批援疆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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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重点援疆项目推进情况，对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一直

以来对巩留县和援疆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张家

港经开区（杨舍镇）继续加强与巩留对口乡镇的交流、对接、合

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实现合作共赢。 

张家港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志凯介绍了援疆结

对帮扶工作及捐资助学活动情况，并

将筹集的 8万元捐资助学资金分别发

放给巩留镇、牛场片区党工委的 40

名贫困家庭孩子。受资助的学生麦迪

娜家住巩留镇塔什干沙孜村，家中五

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外打零工挣钱维持，2018年，她顺利考入

了天津内高班，这次收到代表团捐助的 2000元助学金，她非常感

动。 

座谈会前，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代表团还前往塔什干沙

孜村服装厂进行了参观。 

 
张家港冶金工业园代表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8月 8日，张家港冶金工业园（锦丰镇）代表团在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严亚明带领下，赴巩留县东买里镇、综合农

场开展交流结对帮扶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口交流，齐心协力推动

援疆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代表团一行首先实地走访慰问了东买里镇、综合农场“1+1

帮 1”结对贫困户，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物资以及慰问金，详细

了解家庭基本情况，鼓励贫困群众不等不靠早日拔出“穷根”，

摘掉“穷帽子”，积极发展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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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综合农场召开对口交流座谈会。综合农场党工委书

记罗晓伟对冶金工业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严亚明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两地缔结为对口

支援单位，张家港全市上下都高度

关注、支持巩留发展，帮助我们建

起了一所所一流的学校、医院等，

帮助我们的各族群众发展致富，巩

留各族群众已经开始分享这一民

生惠泽。张家港市冶金工业园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严亚明向巩留县综合农场捐赠结对帮扶

资金 10万元。巩留县政府副县长、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副组长

马春青指出，我们要倍加珍惜这难得的对口援疆机遇，进一步发

挥和放大援疆优势，学习先进、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要经常对

接，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努

力实现互利共赢、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东买里镇，就对口帮扶工作进行座谈交

流。东买里镇党委书记游尤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东买里镇基本情

况，并简要汇报了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东买里镇发生的巨大变化，

对代表团一行来东买里镇交流指导工作表示感谢。冶金工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严亚明介绍了锦丰镇的发展现状，

明确了今后援疆帮扶工作的思路，并向东买里镇捐赠结对帮扶资

金 15万元。最后，巩留县政府副县长、张家港援疆工作组副组

长马春青指出，脱贫攻坚是援疆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继续用好

“1+1帮 1”的结对帮扶模式，巩固帮扶成果。要加大劳动力就

业输出力度，努力形成“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格局，在长效脱

贫上下足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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