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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援疆工作简报 
第十三期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2018 年 1 月 30 日 

为 港 城 增 光   为 巩 留 添 彩  

 

张家港 2017 年度对口支援新疆巩留县工作情况的报告 

 

过去的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指

引下，在江苏、新疆两地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江苏省援伊前方指挥

部的关心支持下，张家港市新一轮对口支援巩留县工作开局良

好，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全面完成了 2017年度的各项目标任务。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较好地完成了援疆工作五个方面主体任务 

（一）深化爱心援疆，助力脱贫攻坚。策划开展以“张家港·巩

留心连心一家亲”为主题的小援疆系列活动，深化“十大激励关爱

行动”和“五大慰问关爱行动”，全年安排慰问资金超过 150万元。

创新设立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制定了管理办法，

设立了基金管委会，建立规范可持续的救助机制，帮助巩留特殊

困难群体创业就业、发展生产、就医就学等，首期募集资金 210

万元，逐年滚动发展。在省前指的关心支持下，联合江苏交广网

和伊犁广播电台成功举办了“富民行动——巩留的仲夏”直播义

卖、爱心捐赠和结对联谊活动。张家港有关单位累计捐赠巩留爱

心物资 84万元。依托张家港大后方，按照省前指部署的“万人帮

万户，共同奔小康”援疆帮扶活动要求，策划“1+1帮 1”帮扶模式，

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了“港城巩留一家亲，同奔小康心连心”爱

心援疆活动，由各区镇、市直机关部门 800名爱心人士联合巩留

800 名党员干部共同结对认亲帮扶巩留 800 户贫困户，实施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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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已安排结对帮扶资金 325万元，此项活动得到自治区、自

治州主要领导肯定并要求推广，经验材料经自治区报送中央统战

部主要领导。 

（二）推进项目建设，助力民生改善。抓好规划设计。从南

京、苏州、张家港等地请来规划设计单位，参与援建项目规划设

计，尽可能使项目设计合理、功能实用、体现效果。力促项目进

度。先后推动召开 4次援疆项目协调推进会，编印 4期援疆项目

进度简报，力促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建项目尽快开工。11个基

本建设类项目中，6 个已经竣工交付：20000 ㎡的城北九年一贯

制学校新建、20000㎡的第二小学扫尾、6310㎡的第一幼儿园改

扩建、1353 户安居富民工程、274 户定居兴牧工程、4 个标准化

警务室；5 个民生坊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另外 4 个项目已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15000㎡的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7000㎡的城北

中小微企业创业园标准化厂房一期、2 个高空云台监控项目、生

态农业观光园项目。农村基层阵地建设配套设备项目、38所双语

幼儿园配套设备项目都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顺利完成采购。

确保程序规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督促，完善手续，深入现

场核实信息，主动邀请审计部门全过程跟踪审计，以审计结果作

为资金拨付的依据，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严防出现不

合规操作。制定《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援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项目、资金管理，确保项目真实、

手续齐全、程序规范、配套资金到位。 

（三）抓好产业援疆，助力促进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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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巩留产业经济发展。 

一是调结构，促增收。通过深入调研，结合巩留土地资源、

气候特性，积极引进、推广高效经济作物，促进农民增收。经过

考察洽谈，在 2 个村试种油芍成功后，已扩大种植规模至 1828

亩，并委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编制了《巩留县生态农业观光

园项目规划书》及可研报告，将以自治区级贫困村巴合拜村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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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规划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旅游发展

“三位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打造脱贫致富的

村级样板。 

二是抓指导，强能力。除安排人员赴张家港培训学习外，结

合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从外地引进专家到巩留实地指导。已引

进 7 批 37 名农业种植、林业管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专家和技

术人才，实地调研考察，指导推动相关工作。特别是积极为巩留

旅游规划体系编制出谋划策，多次邀请上海景域、南京中陆必得、

浙江和美智业、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等旅游策划规划机构到巩

留考察指导，委托编制《巩留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库尔

德宁景区景观景点规划》《恰西（塔里木）景区景观景点规划》《伊

力格代景区景观景点规划》等。 

三是补基础，增潜力。把工业载体建设作为产业援疆重点，

一方面安排 500万元援疆资金在 5个村建设民生坊，助推发展村

级经济，促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另一方面，会同县商信委和国

投公司，规划建设总面积 1.4 万平方米的城北中小微企业创业园

标准化厂房作为招商引资载体，首期约 7000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已完成主体建设。 

四是招项目，促发展。一方面完善招商顾问制度，聘请兵团

张家港商会部分骨干担任县招商顾问；另一方面，积极组织赴江

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考察对接，邀请客商到巩留考察洽谈

50批 336人次。8月 3日至 6日，成功策划举办了 2017巩留（张

家港）活动周，巩留主要领导率团到张家港开展系列活动，签订

7 个项目合作协议，在张家港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市商务局设立

了 3个巩留驻张家港招商联络处。目前总投资 1.5亿元的 3个项

目已经注册落地，另外 3个项目即将注册，还有的项目等标准化

厂房建成即可注册入驻。 

五是搭平台，拓渠道。牵头组织巩留商信委与张家港市商务

局合作，在张家港设立巩留农产品公共仓和若干农产品销售配送

电商企业组成的销售联盟，在巩留设立若干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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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采购联盟，构建“线下+线上”和 B2B2C的购销合作模式，

打通巩留农产品在长三角的销售渠道，已经成功销售几十万元农

产品，以此拉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四）注重智力援疆，助力人才培养。安排援疆培训资金 417

万元，会同巩留县委组织部，实施各类干部人才援疆项目 18个，

培养培训本地干部人才 5600 余人次；结合实际需求，采取集中

学习、参观考察、跟班实习等方式，已选派 13 期 317 名巩留干

部人才赴张家港培训，取得了较好实效。在柔性引才方面，积极

发挥桥梁作用，针对巩留县 15个行业部门 55个岗位引进需求，

安排 6 批 50 名柔性人才入驻巩留，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工作，传

帮带本土人才 62 人，提出建议意见 109 条。邀请江苏省委党校

黄菡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到巩留作了《领导干部心理调适》等 9

场领导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培训本地干部 6300 人次，各级干

部反响强烈。在教育援疆方面，9 名援疆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

同时，扎实开展“师徒结对”活动，每人结对 3 名年轻教师，发挥

传帮带教作用，累计开设公开课 140 节，示范课 40 节，开设各

类专题教学讲座 36 场次。援疆教师任教的高三班今年本科达线

率 96.1%。组织张家港市 12名高中骨干教师组团赴巩留高中开设

2 个专家讲座、10 堂公开观摩课。优选首批初升高优秀学生 10

人赴张家港重点高中全免费就读。在医疗卫生援疆方面，6 名医

疗专家共开展教学查房 139次，业务讲座 79次，病例讨论 76次，

抢救患者 115人次，门诊接诊人次 2164余人次，实施 298例手术，

在输尿管镜碎石术、肾切除术等领域实施 16 例全新手术，引进

新技术新项目 20 项，填补了巩留医疗领域的空白。组织张家港

市卫计委、区镇卫生院 2 批次 20 名专家、技术人员到巩留对接

交流，指导帮助巩留医疗机构提升管理和业务水平。邀请江苏省

中医院以及江苏省援疆医疗团队到巩留开展 3次义诊活动，受益

人数达 150人次。 

（五）促进交流交往，助力互动交融 。在策划落实 11 月份

市党政代表团到巩留开展系列活动的同时，推动深化两地对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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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交流，全年共有 27 家张家港单位组团到巩留交流。按照省前

指开展新一轮“十万江苏人游伊犁”活动的要求，推动开展新一轮

“张家港人游伊犁（巩留）”活动，专门制定配套奖励补助办法，

全年共 115批 4082人次张家港人到伊犁巩留旅游考察，提前完成

省前指下达任务。会同张家港市旅发公司和巩留县委宣传部，策

划组织近 60 名巩留演艺人员和民间艺人，10 月份在张家港市永

联小镇成功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新疆巩留风情节”，展示巩留民

族歌舞、特色小吃、民俗风情、销售土特产品，体验游客超过 5

万人次，进一步打响“蝶舞天山、水韵巩留”的旅游品牌。 

二、积极参与反恐维稳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一）围绕总目标参与维稳工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和自治区、自治州及

巩留县委反恐维稳工作的具体要求，工作组正副组长参与了维稳

指挥中心带班，多次参与发声亮剑大会并讲话，同时抓好县领导

“七包联”工作。工作组其他干部人才都参与县人武部的维稳工作，

每月排好计划，每晚安排 2名同志值班并负责全体干部人才的点

名。 

（二）积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工作组 22 名援疆

干部人才共与 67 户少数民族家庭结对认亲，2017 年春节、那吾

肉孜节、国庆节和古尔邦节等节前，以及“结亲周”期间都集中赴

结亲的巩留镇塔什干沙孜村走亲戚交流慰问并开展民族团结联

谊活动，平时干部人才都经常性地与亲戚家联系交流走访，帮助

解决子女就业、就医治病等方面的困难，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

做贡献。 

三、切实强化援疆工作组内部管理和团队建设 

第九批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共有 7 名干部、9 名教师、6 名

医生，总共 22 人，为便于分工协作开展工作，设立了一室四部

（办公室、干部人才部、项目规划部、建设管理部、产业合作部）。

工作组还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以党组织活动为抓手加强对全体干

部人才教育管理，发挥好 14 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每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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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学习活动，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

精神和各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和“学、转、促”

活动专题学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教育。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管理队伍，紧绷安全弦，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确保人身安

全、项目安全、资金安全。新建了 300多平方米办公用房，工作

组实现了集中办公，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外

出请销假制度、夜间值班制度和点名查岗制度等，强化制度建设

和团队管理，制定了援疆干部工作守则，做到分类管理、管理到

人、考核到位。做好援疆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设立“张家港援巩

在线”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简报，定期推送工作要点和信息

简报，及时反映援疆工作组各方面工作情况。做好人文关怀和心

理疏导，确保干部人才在疆期间思想稳定，策划组织了学跳民族

舞、广场舞、学练太极拳等系列业余文体活动，还利用晚上时间，

委托人武部组织全体人员进行军训，等等，丰富业余生活，营造

良好氛围，让大家始终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援疆工作当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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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新一轮援疆工作取得了良好开局，主要得益于各方面的

关心支持，尤其是张家港市委、市政府和巩留县委、县政府的极

大关爱和强有力支持！同时，全体援疆干部人才也立足大局、甘

于奉献，付出了很大努力和牺牲。特别是克服了批次轮换中进疆

时间晚、交接时间短、前期工作紧、资金调节余地小等工作方面

的困难，也克服了干部人才个人和家庭的不少困难：比如马春青、

孙屹东等干部和张广斌、杨丽娟、顾向娟等老师都是两次援外或

援疆，邵军民携妻带子援疆并经历了丧母之痛，马春青岳母、医

生焦念方父亲、医生蒋屹峰父亲都确诊罹患重症需要治疗，等等。

面对还有两年的援疆工作任务，我们全体援疆干部人才有信心和

决心，在两地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关心支持下，确保

完成规定动作，创新突破自选动作，尽心尽力、保质保量完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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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充分展示张家港援疆干部人才团队良好

形象，为港城增光，为巩留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