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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援疆工作简报 
第二十二期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2019 年 1 月 25 日 

为 港 城 增 光   为 巩 留 添 彩  

 

2018 年张家港市对口支援巩留县工作总结 
 

2018年是张家港市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巩留县的第二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指引下，在江苏、新疆两

省区和苏州、伊犁两地党委政府，以及江苏省援伊前方指挥部的

关心指导下，特别是在张家港大后方及巩留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我们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推进援疆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工作组在江苏省前指综合绩效考核中排

名第二，获评先进援疆工作组，10名援疆干部人才获评援疆工作

先进个人。2018年我们重点推进了以下七个方面工作： 

一、持续推进扶贫援疆工作，助力民生改善。 

支持受援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当前对口援疆的首要任务，我

们始终牢记援疆使命，精心谋划、综合施策，助力巩留脱贫攻坚。 

一是承办好省前指援疆帮扶活动推进会。在省前指的直接关

心指导和巩留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确保

了 5 月 18 日江苏省对口支援伊犁州扶贫镇村结对暨“万人帮万

户，共同奔小康”帮扶活动推进会在巩留的成功召开。我们策划

安排了巩留县生态农业观光园富芍基地等 5个具有代表性的现场

观摩点位，组织张家港保税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团参会，

与巩留结对乡（镇、场）、结对贫困户签约并捐赠帮扶资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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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并作了大会交流，展示

了进疆以来扶贫援疆的成果。在推动深化张家港 10 个区镇与巩

留县 13个乡镇场结对帮扶的基础上，11月份安排张家港市相关

区、镇优强村、富裕村与巩留县贫困村结成共建对子，实现对 10

个自治区级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村级结对数达到 19对。 

二是进一步深化“1+1帮 1”援疆帮扶活动。持续推动 2017

年部署开展的“港城巩留一家亲，同奔小康心连心”援疆帮扶活

动，特别是深化落实 “1+1 帮 1”机制，在对结对帮扶的 800

户贫困户走访慰问全覆盖的基础上，重点了解贫困户增收脱贫的

具体需求，及时向张家港结对人士传递信息，争取支持，已有不

少贫困户获得了来自张家港的资助累计超过 100万元，走上了发

展生产的脱贫之路。此外，2018年累计接受张家港捐赠帮扶资金

875.1万元，为巩留支出各类帮扶资金 836万元。 

三是规范运营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将基金纳

入张家港市慈善总会统一管理，在张家港举行路演募集活动，已

经募集超过 430 万元。制定了 2018 年度基金预算方案，安排支

出 300万元，采取项目化分类资助方式，从爱心助学、爱心助残、

医疗救助、结对帮扶、特殊帮扶 5 个方面救助 12 类特殊困难群

体。 

四是有序组织巩留贫困家庭富余劳动力转移。主动对接张家

港相关部门和企业，组织安排近 200名巩留贫困家庭富余劳动力

赴张家港华芳集团石河子公司务工。11 月份专门邀请张家港市

人社局组团来巩留深入对接，为下一步两地合作推动有组织转移

就业基地建设理清思路、扎实准备。 

二、着力推进产业援疆工作，促进就业增收。 

继续把产业援疆作为工作重心，围绕“一产调结构、二产强

基础、三产建平台”的思路，助推巩留群众就业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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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着力发展产业增就业。安排 400万元援疆资金在 3个村

建成 3 个民生坊（累计 8 个民生坊），助推发展村级经济，促进

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累计可增加就业岗位 300个。投入援疆资金

3300万元、总面积 1.5万平方米的城北中小微企业创业园民生工

业基地标准化厂房竣工交付，已有 3 个项目正在入驻、2 个项目

确定意向，项目全部入驻达产后可吸纳当地劳动力超过 1500个。

多次组织巩留招商考察团，赴乌鲁木齐、张家港等地进行招商推

介，对接 4个驻张家港招商联络处和相关企业，参加“一带一路”

发展机遇研讨会等活动，达成了一批项目意向。 

二是调优种养植结构促增收。引进新疆富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巴合拜村创意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发展具有较高经济和观

赏价值的油芍项目，2018年新种植 700亩（累计种植规模至 2528

亩），投入 17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以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三位一体”的

模式示范引领村级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牵线搭桥推动本县药企

在英买里村种植 3200亩中药材，引进张家港社会资本在吉尔格朗

乡发展市场前景好、经济价值高的胆南星等中药材种植项目，在

城郊塔什干沙孜村推动庭院肉鸽养殖项目，积极拓宽农牧民增收

渠道。2018年实施的农业项目直接带动 485个劳动力务工增收、

1481 名群众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增收。我们还与郑州瑞龙制

药及大连中以英飞投资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张家港瑞龙大健

康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投资支持巩留县发展中药材种植和初加工

产业。 

三是促销农畜产品拓渠道。安排张家港电商考察团到巩留考

察交流并举办了电子商务讲座。在“塞外江南 美丽伊犁”江苏

推广周张家港分会场策划举办新疆巩留农产品展销会暨张家港

援疆农产品专柜启动仪式，现场销售 20 多万元，加上订货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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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制定出台了《巩留农产品购销合作引导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打造“北纬 43°——奇迹诞生的

地方/张家港援疆•巩留农产品专柜（专卖店）”的销售品牌和模式，

洽谈引进第三方服务商，形成“巩留采购联盟+第三方服务商+张

家港销售联盟”的合作模式，推进 O2O销售，以此推动巩留农产

品加工企业扩大规模，进而带动上游种养殖业，促进巩留农牧民

持续增收。 

三、扎实推进干部人才援疆，提供智力支持。 

坚持依托干部人才援疆项目，为巩留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及智力支持。 

一是有序实施援疆人才中期轮换。根据第一轮援疆人才期满

考核情况，加强与张家港市教育、卫计部门对接，启动了专技人

才中期轮换工作，召开了巩留县第九批援疆专业技术人才中期轮

换总结表彰座谈会，新一轮 15 名专业技术人才 8 月初全部到岗

开展工作，并及时组织了上岗前培训。25名援疆支教老师也于 8

月 12日到位开始工作。 

二是继续柔性引进紧缺型人才。根据巩留县紧缺人才需求，

积极发挥桥梁作用，针对巩留县 23个行业部门 40个岗位引进需

求，分批推进从张家港柔性引才工作，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传帮带本土人才 86人，提出意见建议 166条。 

三是稳妥安排巩留干部人才培训。安排巩留县骨干教师赴张

家港培训班、乡镇场党政班子成员及村队（社区）主任专题培训

班、临床专科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 7期 168名巩留干部

人才赴张家港、井冈山、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地培训。选派县

人民医院、旅游局 2名科技英才参加赴江苏培训，选派 8名巩留

干部到张家港跟班学习，推荐报送 2018 年“西部之光”访问学

者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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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持续推动教育、卫生组团式援疆。第九批第二轮 9名援

疆教师自 8 月初进疆以来，立足课堂内外“两个战场”，主动牺

牲节假日休息时间无偿给学生辅导答疑、提优补差。积极开展“青

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所带徒弟有 4人次在“同课异构”活动

中获巩留县一、二等奖。累计开设各级公开课 56 节，示范课 9

节。开设伊犁州级专题讲座一场，县级讲座三场，校级各类专题

教学讲座 16 场次。第二轮 6 名医疗专家发挥技术精湛的优势，

开展教学查房、业务讲座、病例讨论、手术示范带教，制定诊疗

规范，推动学科建设。开展各级各类手术 407余例，特别是在妇

科宫腔镜、腹腔镜微创手术等领域实施全新手术 60余例。抢救治

疗急难危重患者 100 余人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 25 项，多项填

补了巩留医疗领域的空白。举办讲座 50 期，培训医护人员 1646

人次。“1+x”模式师带徒 14 人。利用周末深入边远乡村，开展

专题讲座、巡回义诊、送医送药，600余人次受益。 

四、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两地合作。 

充分发挥援疆工作组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搭建多层次的交

流平台，加深张巩两地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地群众感情。 

一是持续推进两地各层面交流互动。2018年共有 3位苏州市

领导、18位张家港市领导率团到巩留考察援疆工作、慰问援疆干

部人才；张家港各区（镇）和部门 100多个团组前来巩留考察，

进行对口交流，慰问困难群众，捐赠帮扶资金。组织安排巩留 6

个代表团赴张家港考察交流和开展经贸活动，深化两地交流合

作。 

二是继续组织文化旅游交流互动。按照省前指总体要求，继

续推动开展 “张家港人游伊犁（巩留）”活动，2018年共有 154

批近 5000 人次张家港人来伊犁巩留旅游考察。在“塞外江南 美

丽伊犁”江苏推广周张家港分会场活动期间，组织巩留歌舞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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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艺人员参加活动，连续演出 4天 7场，展示巩留民族歌舞，

推介新疆巩留旅游。组织 18 名巩留小学生运动员和教练员赴张

家港开展了“快乐暑期我做主”乒乓球夏令营活动。12月份部署

开展张巩青少年“万里鸿雁传真情”手拉手书信交友活动，安排 4

对结对学校 900名学生参与。 

三是深入开展结对认亲活动。积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

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22 名援疆干部人才共与 45 户少数民族家

庭结对认亲，春节前、端午节、古尔邦节等节日期间，集中走亲

戚交流慰问并开展联谊活动。援疆干部人才平时经常性地与少数

民族亲戚联系交流走访，帮助解决子女就业、就医治病等方面的

困难。 

五、积极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夯实基层阵地。 

我们坚持把支持巩留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项目与保障和改

善民生通盘考虑，助力基层阵地建设。 

一是助力基层阵地建设。投资 320 万元的 11 个标准化警务

室建设及警用设备购置项目（二期）、投资 220万元的 2个 70米

高空云台监视系统建设项目建成投用，助力反恐维稳工作。投资

359.7万元为 89个村队（社区）阵地配备和更新电脑、打印复印

一体机、照相机、挂式音响、办公桌椅等配套设备，保障了基层

阵地运转。 

二是助力基层经济发展。除了在县城规划建设一批重点援疆

民生项目外，坚持将援建项目兼顾城乡，覆盖到农村特别是一些

偏远农牧区。在 7个村建设 8个民生坊项目，用于皮鞋加工、服

装加工、肉食加工、旅游产品展销等，引导老百姓在家门口创业

就业。 

三是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

塔斯托别乡巴合拜村进行整体规划，建设生态农业观光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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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设施，把该村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产业配套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由原先的贫困落后村变成了现今的示范村，得

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六、全力推进援疆项目建设，确保优质规范。 

坚持科学谋划项目，狠抓项目管理，严管资金使用，援建项

目总体进展顺利，实现了预期目标。 

一是科学谋划援疆项目。按照省前指要求，根据“符合规划、

体现需求、期内完成、资金保障”的原则，会同巩留县委政府以

及相关职能部门，优选项目，确定了 2018～2019 年援疆项目计

划，并经江苏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协调小组批准。4 月份根据自

治区统一布置，对涉及地方配套资金的项目进行了调整，暂停了

县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项目（PPP项目），将县中小微企业创业园

民生工业基地项目和援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调整为

全额援疆资金援建，有力保障了项目顺利实施。完成了援疆项目

“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调整优化了 2019和 2020年项目。 

二是全力推动项目实施。加强对援疆项目的管理，坚持每月

召开建设项目推进会，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原因、协调解决。一方面做好 2017 年度项目的审计、核销等

收尾工作，项目核销率 100%；另一方面，抓好 2018年度援建项

目的质量和进度，当年项目开工率、竣工验收率、投资完成率达

到 100%，生态农业观光园、中小微企业创业园民生工业基地、高

空云台监视系统、11 个标准化警务室建设及警用设备购置（二

期）、3个民生坊（二期）等基本建设项目顺利竣工交付，跨年度

实施的援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完成年度计划。 

三是严格管理援疆资金。切实按照《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援

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申请拨付程

序，对具备条件的项目，及时拨付援疆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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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采购、招标程序的项目，坚决不予支持，严防违规使用

援疆资金。严格按照审计结果，结算项目资金，确保援疆资金使

用规范、用到实处。 

七、从严推进队伍教育管理，塑树良好形象。 

一是强化政治学习和廉政教育。工作组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开

展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任务，组织全体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并集中交流学习体会。

组织学习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意见》，教育引导援疆干部人才把与时俱进弘扬张家

港精神、担当有为作为行动目标。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

持警钟常鸣，确保政治安全、项目安全、资金安全、人员安全。 

二是强化严管就是厚爱的氛围。进一步强化援疆干部人才队

伍教育管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外出请示汇报制度、夜

间值班查岗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对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严

肃教育和处理。同时，注重对干部人才的人文关怀，切实做到工

作上支持，生活上关爱，在工作组内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氛围，

打造“团结和谐、关爱包容、沟通融洽、积极顺畅”的张家港援

疆干部人才团队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