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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援疆工作简报 
第二十七期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2019 年 11 月 18 日 

为 港 城 增 光   为 巩 留 添 彩  

 

张家港市政府代表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8月 27日，张家港市政府代表团来我县开展对口支援交流工

作，对援疆各项工作进行深入考察，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齐心

协力助推巩留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张家港市副市长徐平观带领政府代表团一行 5人，在县委副

书记、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陪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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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情况。 

邵军民向代表团一行详细介绍了张家港市援疆工作开展和

重点援疆项目情况，指出，巩留县与张家港市精诚协作、携手并

进，一大批项目的实施，极大

改善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新的强劲动力，邵军民希望

两地进一步强化多领域交流合

作，在推动援疆工作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努力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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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第一幼儿园、巩留张家港实验学校，代表团一行详细了

解了援疆资金使用情况及援疆教师工作开展、学校课程设置、教

育教学环境等方面的情况，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两地教育领域合

作，助推巩留县教育教学水平稳步发展。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驻地，看望慰问了援

疆干部，了解他们在巩留县的生活工作情况，嘱咐他们放下心来

好好工作，认真做好自己岗位的

传帮带作用，为巩留县各方面发

展贡献力量。 

随后，代表团前往阿尕尔森

镇阿克塔木村、别斯沙拉村看

望、慰问贫困群众，并为他们送

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张家港市工商联代表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8月 26日，张家港市工商联代表团赴巩留县就援疆项目进行

实地考察、座谈交流，助推巩留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座谈会上，巩留县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

军民对巩留县援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希望两地

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代表团对巩留县援疆项

目建设情况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在

巩留落地的张家港企业多招收本

地富余劳动力就业，帮助村民增加

收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新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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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千里奔波，真情唱响援建赞歌 
--张家港大新镇赴塔斯托别乡开展结对帮扶调研活动 

 

2019 年 8 月 28 日，张家港市大新镇援疆结对代表团一行 8

人由大新镇党委书记徐凤琪带领，来到塔斯托别乡开展精准扶贫

结对帮扶活动，并现场举行了帮扶资金捐赠仪式。 

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巴哈拜村，深入两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中，以“走亲戚”、拉家常的方式与结对群众促膝交谈，为他们

送去了关爱和帮助，鼓舞贫困群众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随后，

参观了富芍产业基地和巩留县生态农业观光园。 

在座谈会上，塔斯托别乡党委书记丁光远对张家港大新镇代表

团不辞辛劳、千里奔波开展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活动，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随后，相互介绍

了各自乡、镇的基本情况，大新镇

徐凤琪书记表示，今年是张家港市

第九批援疆工作组最后一年，大新

镇主要与塔斯托别乡伊勒格代村、

巴哈拜村、阔那塔木村结对帮扶。

今后，要与塔斯托别乡优势互补、共同交流，坚持文化引领，紧

扣民生事业，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

一体化建设，推进经济发展。 

巩留县委副书记、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表示，大新镇与塔

斯托别乡深化结对帮扶，看望援疆干部，检阅援疆成果，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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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巩留人民的深情厚谊。张家港市第九批援疆工作组各项援疆工

作整体进展顺利，实施了 7大类 50个项目，援疆资金投入 2.4多

亿元，今年 10 月底将完成所有项目，此次结对帮扶活动中，张

家港大新镇向塔斯托别乡捐赠 15 万元结对帮扶资金。此外，大

新镇商会和社会慈善机构分别向塔斯托别乡贫困户捐赠 2.2 万和

2.5万元。 

 

巩留县召开 2019“黄土计划”助学工作座谈会 
 

9 月 4 日，“黄土计划”助学工作座谈会在巩留县库尔德宁

大酒店召开，县政府副县长努尔兰、张家港市政府外事办主任马

学锋和“黄土计划”新疆片区负责人王敏及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干部出席座谈会。 

“黄土高原中国偏远山区助学计划”简称“黄土计划”，是

由澳门丰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豪于 2003年设立，旨在帮助

偏远山区家庭贫困大学生完成

学业。10 多年来，该项计划已

资助全国 20多个省的 7000多名

贫困大学生，自 2018年以来，

“黄土助学”计划已累计资助巩

留县 60 名贫困大学生，资助资

金总计 48万元，受益学生还在

不断增加。 

座谈会上，县政府副县长努尔兰代表受资助大学生接受了捐

赠，并向“黄土计划”创办人及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他指出，巩留县将进一步做好学生及家长感恩教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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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助的学生树立自强自立、回报社会的意识，把社会各界的无

私帮助转换成无穷的动力，发奋图强，立志成才，不辜负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殷切期望。 

巩留县政府还为“黄土计划”的爱心捐助赠送锦旗，对张志

豪先生的善举表示由衷的感谢。 

贫困大学生地那拉·蒋阿奴尔说：“我能得到‘黄土计划’

助学金，非常的激动，助学金圆了我的大学梦，也为我们家庭减

轻了负担，我一定不会忘记爱心人士对我的帮助”。  

 

巩留县红十字会举行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
关爱基金发放仪式 

 
9月 4日，巩留县红十字协会在哈萨克买里社区举行张家港（巩

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发放仪式，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将救助金

分为 2000元、3000元、5000元等标准，为 29名重大疾病患者累

计发放 96000元的爱心资金。 

张家港援疆公益关爱基金是

由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在张家港

筹集，经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募

捐汇成的。2018年张家港援疆公

益关爱基金支出救助资金 245.8

万元，2019 年计划安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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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关爱 5个方面救助 12类特殊困难群体。 

居民刘威今年五月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一家人不仅花光

了积蓄，还欠了许多外债。今天他领到了 3000元的救助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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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动。刘威说：“今后的医药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无法

承担。今天，非常感谢巩留县红十字协会和张家港帮助我，等我

康复后，我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报答社会。” 

 
张家港市纪委代表团在巩留县开展 

对口支援交流工作 
 

9 月 6 日，张家港市纪委代表团来巩留县开展对口支援交流

工作，对援疆各项工作进行了深入考察，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

齐心协力助推巩留县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巩留县第

一幼儿园、巩留张家港实验学校、

城北中小微企业园民生工业基地、

援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留园），

实地查看了张家港对口巩留援疆

项目建设开展和援疆资金使用等

情况。 

随即召开的张家港·巩留纪委监委对口交流座谈会上，巩留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玛丽娜详细介绍了巩留县纪委、

监委工作开展情况，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双方就巡查问题线索

过多不能及时处理和乡镇办案能力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巩留县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

工作组组长邵军民还向代表团一行

详细介绍了张家港市援疆工作开展

与重点援疆项目建设等情况，希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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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一步强化双向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地携手发展，实现合作

共赢。 

会后，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向巩留县纪委监委捐赠 10 万元资

金。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赴巩留县开展对口援助活动 
 

9月 4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来到巩留县人民法院举行对口

援助捐赠仪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安代表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向巩留县人民法院捐赠了援助资金 40万元。 

捐赠仪式上，张巩两院就审判执行等各项工作情况进行了座谈

讨论，进一步加强了两院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促进了两院工作

更上新台阶。近年来，张家

港市人民法院从资金、人才

和干部教育培训等方面给

予巩留县人民法院很大的

帮助，极大地助推了巩留县

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工作。 

自对口援助工作开展以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每年给予巩留

县人民法院 40万元援助资金，并赠送警车、科技法庭装备等物

资，用于改善巩留县人民法院办公环境；还通过视频培训、典型

案件分析等方式，帮助巩留县人民法院开展审判执行工作业务指

导，提升法官案件审理水平与司法能力；两院还互相选派政治过

硬、业务能力较强的法官开展挂职锻炼、跟案学习，交流司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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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信息化建设、办案机制等工作，全面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和服

务水平。 

 

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
中秋节慰问活动 

 
9月 8日，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

干部来到巩留镇塔什干沙孜村，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慰问活

动，为亲戚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一大早，县委副书记、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邵军民带领援

疆干部来到巩留镇塔什干沙孜村看望慰问结对亲戚，了解亲戚们

的生产生活情况，送上节日的祝福。邵军民一行首先来到村民沙

拉买提家，与结对亲戚一起畅谈,了解家庭近期生产生活状况，鼓

励她积极就业增加家庭收

入，改善生活水平。在得知

沙拉买提的儿子艾提库即

将到外地去上学，邵军民高

兴地给他捐助了 500元，叮

嘱艾提库要努力学习，以优

异的成绩回报家庭，也为巩

留今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邵军民要求，教育部门要做好贫困户家庭子女就学帮扶工

作，及时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让孩子们能够安心

学习。基层干部要扎实做好贫困群众的帮扶工作，深入了解群众

的各类困难诉求，精准落实扶贫帮扶措施，不断巩固脱贫成果，

以实实在在地行动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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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艾提库：“他给我们送了好多月饼和小吃。我感到特别

高兴，叮嘱我好好上学并给了 500元，我非常感激，今后，我会

好好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 。” 

当天，援疆干部逐一走访了每户结对亲戚，大家坐在一起，

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亲戚的生产生活和家人情况，进一步掌握亲

戚的所盼、所想，并赠送了礼品。 

村民赛依尔：“今天亲戚来看我们，中秋节快到了，他们给

我送来了很多东西，我们在家里一起过节，我感到非常高兴，以

后我也会更加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 

 
张家港市南丰镇党政代表团赴巩留县交流座谈 

 
9月 17日，张家港市南丰镇党政代表团赴巩留县，开展对口

帮扶工作交流座谈，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 

座谈会上，张家港市南丰镇党政代表和提克阿热克镇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副县长马春青介绍了援

疆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张家港

市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他

说，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紧紧

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坚持“科学援建、真情援疆、持续援疆”，为我县民生改善、

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张家港市能一如既往的发挥好

大后方作用，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巩留发展，开展好“1+1帮 1”结

对帮扶工作，助力我县脱贫攻坚取得新成效；加速推进产业援疆，

助推我县发展特色产业、绿色产业、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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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中心，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从源头上控制好产品的品质。

提克阿热克镇要用好援疆资金，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帮助我

县群众解决困难。 

张家港市南丰镇还向提克阿热克镇捐赠了 20万元的援疆资

金。会后，张家港市南丰镇党政代表团成员对莫因古则村 2户

“1+1帮 1”结对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面粉、清油、大米

和慰问金。 

 

张家港市党政代表团赴巩留县考察交流 
 

10月 28日，张家港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赴巩留，就持续深化

两地交流合作，进一步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政府副市长仇玉山、市

政协副主席周兵，县领导唐晓荣、卓力得拜、艾力木拉提、塔西

买买提、邵军民、乔雪刚、沈慧娟、马春青参加座谈会。  

县委书记唐晓荣代表县委政府和全县 20万各族群众，向张家

港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向长期以来关心

和支持巩留经济社会

发展的张家港市委、

市政府、社会各界和

援疆干部表示衷心感谢。唐晓荣说，张家港市作为我国东部沿海

和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交汇的港口工业城市，在经济、文化、金

融、商贸、服务业和社会建设等领域成就显著，特别是张家港市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援疆战略部署，发扬“团结拼搏、负重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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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值得巩留干部群众学习。

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舍小家、顾大家，以高效的工作、务实的作

风、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点赞。

近年来，张家港市对口支援巩留工作，从资金、项目、产业、人

才、技术等诸多方面，给予了多层面、全方位无私援助，为巩留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唐晓荣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巩留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后，指

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基础。近年来，我县紧紧

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治疆方略、自治区系列维稳

措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稳定的红利持续释放，经济

发展稳中有进。唐晓荣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倍

加珍惜张家港市对口支援巩留的大好机遇，进一步发挥和放大援

疆优势，学习先进、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加强与张家港市在经

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合作交流，扎实推进产业援疆、项目援疆、

人才培训、生态文明等全方位的援疆活动，努力实现互利双赢、

繁荣发展的目标。 

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说，第九批张家港市援疆工

作组在巩留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围绕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以

及教育、医疗等方面大力开展工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继承传统、继往开来，坚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治

疆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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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委、政府对援疆工作的最新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

举措、更硬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潘国强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援疆力度。要把对

口援疆工作融入张家港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把做好援

疆工作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要依托张家港现有的基础，结

合巩留的实际，进一步弘扬张家港精神，确保援疆各项工作任务

落实落地。要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援疆成效。在推进新一轮的援

疆过程当中，要处理好“输血”

与“造血”、硬件和软件、全

面和重点这三个方面的关系，

坚持民生优先、坚持向基层、

向群众倾斜，不断提高巩留人

民的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

要进一步优化合作机制，聚焦

党政互补、人才交流、资金扶持、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深化两

地交流合作，助推援疆工作结出更多硕果。 

县委副书记、县长卓力得拜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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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

示，第九批张家港市援疆工作即将期满，越到收官阶段，越不能

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要更有针对性地强化举措，狠抓工作落实，

确保援疆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交出满意答卷。同时，要扎实做好

与第十批张家港市援疆工作组的压茬交接，确保体制机制、硬件

软件、各项工作有序衔接、无缝对接，共同为港城增光、为巩留

添彩。 

 会上，还举行了 2019年张家港（巩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

第二批救助金发放仪式和第九批张家港市对口支援巩留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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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仪式。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第九批张家港市对口支援巩留

县工作纪实》视频。座谈会结束后，代表团一行还前往张家港市

援疆工作组驻地，看望援疆干部人才，详细了解援疆干部人才工

作生活状况，向他们长期以来的为巩留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