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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農業育苗中心

▲塔城地委書記張博（中）、市委書
記李世玉（右一）陪同新疆政府副主
席史大剛（左一）在塔城市調研

被稱為 「五弦之都、千泉之城、百橋之市
五弦之都、千泉之城、百橋之市」」
的新疆塔城市目前正在建設成為區域性國際商貿
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和綠色農副產品生產、出
口、集散中心。塔城市正朝着 「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 「進
「進
中求變」」 的目標邁進。不斷探索城市經濟發展新
中求變
模式，一個現代化的北國城市正向人們走來。本
報記者專訪塔城地區人大工委副主任、塔城市委
書記李世玉。
本報記者 胥文柳

▶塔城市委書
記李世玉

新疆塔城啟動經濟貿易新「引擎」
新疆塔城市是新疆人均佔有綠地面積最多的城
市，是新疆唯一有五條河流穿城而過的城市，是新疆
空氣質量最好的城市之一。當地人稱這座城市為 「五
弦之都、千泉之城、百橋之市」。聞名遐邇的巴克圖
口岸與塔城市相連，成為我國距離城市最近的陸路通
商口岸。
據塔城地區人大工委副主任、市委書記李世玉介
紹，2011 年，塔城市實現地方生產總值 51.2 億元，同
比增長 17.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 22.01 億元，
同比增長 60.9%；招商引資到位資金達到 6.5 億元，同
比增長 51.9%；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 10.2 億美元，同比
增長 25.92%；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 9627 元，同比增
加 1043 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180 元，同比
增加 2580 元。
2012 年塔城市將把建設 「綠色塔城、人文塔城、
人居塔城、和諧塔城」作為奮鬥目標，探索一條具有
塔城市特點的發展之路，推動塔城市經濟發展進程。

新型工業化成招商捷徑之路

口岸過貨

五篇大文章促經濟發展大提速
近年來，塔城市立足市情，確定了 「農業穩市、
工業富市、邊貿活市、科技教育興市、人才文化強
市」的發展道路。以 「管理、引導、提高、發展、增
收」為引領，做好 「農牧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
型城鎮化、外向型經濟和項目建設」五篇大文章保障
和改善民生。
在農牧業現代化方面，塔城市四大主導產業穩步
推進，全年新建設施農業標準化核心示範園區 6 個、
高標準日光溫室大棚 1000 座，新建肉牛肉羊養殖示範
園區 1 個，新植特色林果面積 4504 畝；農業科技含量
進一步提升，農業良種覆蓋率達到 95%，農業綜合機
械化程度達到 96.8%，高效節水面積累計達到 72.82 萬
畝。新型工業化方面，2011 年，引進了中電投 2×
350MW 熱電聯產項目，全面啟動恆星水泥、金鷹木質
素、儲綠油脂等重點工業項目，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注
入強勁動力。新型城鎮化方面，修編完成《塔城市城
市總體規劃（2011 ─ 2030）綱要》，大力實施城市三
條主幹道 「白改黑」工程、左公路西延工程，逐步完
善城市供排水、供熱等基礎設施，提升城市綠化、亮
化水平，加快推進博孜達克農場特色新型集鎮建設，
城鄉公共服務設施日臻完善。外向型經濟方面高位推
進。項目建設方面，按照 「爭取、儲備、管理、執

▲蔬菜出口
行、審計、驗收」的工作程序，加大項目建設管理工
作力度，確保了投資持續穩定增長。
2012 年，塔城市將實現地方生產總值 63.4 億元，
增長 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 30 億元，增長
36%；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 12.75 億美元（含轉口貿
易），增長 25%；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 10600 元，
增加 973 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16000 元，
增加 1820 元的發展目標。

外向型經濟發展構建外貿發展新格局
近年來，塔城市充分發揮口岸城市的區位優勢，
按照 「政府引領、企農聯動，依託口岸、貿易先行，
建好基地、規範市場，形成橋墩、西出東聯」的貿易
模式，加速推進外向型經濟發展進程。
2011 年，塔城蔬菜旅遊文化節已升格為自治區重
點支持的三大進出口展會之一，蔬菜旅遊文化節期間
共簽約項目 14 個，簽約金額達 4.2 億美元；加大了政
策爭取力度，巴克圖邊民互市 「三日免簽」、農產品
巴克圖口岸快速通關 「綠色通道」試點政策分別獲國
家外交部、口岸辦批覆； 「塔爾巴哈台經濟圈」項目
已列入地區 「十二五」規劃和自治區商務廳 「十二
五」商務規劃和新疆向西開放總體規劃。截至目前，
邊民互市累計接待哈國客商 2700 餘人（次），交易額
達 537 餘萬元；發揮了展會平

塔城市全景展現

台作用，在第六屆哈國農展會，簽約金額達 998 萬美
元；重點打造了塔城蔬菜旅遊文化節暨中亞─新疆塔
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平台。
2012 年，塔城市將積極爭取國家支持，盡早開通
境外三日遊旅遊線路，打通邊境旅遊大通道。並主動
加強與哈國地方政府溝通，超前謀劃塔城─阿亞古茲
鐵路對接工作，構築起通達中亞西亞歐洲的鐵路運輸
大通道，以實現人流、物流雙輪驅動；努力形成以中
哈─塔城特色農業合作示範區、巴克圖遼塔新區為依
託，以中哈兩國毗鄰城市塔城─馬坎奇構建姊妹城為
載體，以巴克圖口岸進出口綠色通道為紐帶，以產業
鏈為基礎的塔爾巴哈台經濟圈雛形的外貿發展格局。

2011 年，塔城市高位推動招商引資工作。積極引
進了中電投 2×350MW 熱電聯產項目，全面啟動
恆星水泥、金鷹木質素、儲綠油脂等重點工
業項目，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全年共實施招商引資項目 45 個，投資總規
模為 27.06 億元，到位資金 6.5 億元，同比增
長 51.9%。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 10.2 億美元
（含轉口貿易），同比增長 25.9%。全市共
實施工業領域重點投資項目 11 個，總投資
達 1.38 億元。
李世玉表示，2012 年，塔城市將按照
「擴大總量、提高增速，培育龍頭、拉動發
展，轉變方式、優化質量」的模式，借助巴
克圖遼塔新區的平台作用，推進新型工業化

實現新的跨越。始終把招商引資作為推動新型工業化
發展最現實、最有效的途徑，緊緊圍繞農產品精深加
工、礦產品精深加工、裝備製造、新型建材和現代建
築、邊貿物流、口岸特色旅遊等六大產業，加快引進
大型工業項目聚集新區。培育壯大現有工業企業，加
快推進天成番茄年產 6 萬噸番茄製品及 5000 噸馬鈴薯
全粉生產線、旭升新型牆材年產 20 萬立方米新型牆材
製品、天新酒業年回收 2 萬噸二氧化碳等重點改擴建項
目建設步伐，加大恆星水泥、利凱果蔬、儲綠油脂等
項目建設力度，力爭 2012 年內實現投產達效。實施品
牌戰略，大力支持儲綠、綠草原等企業不斷加大研發
投入，增強技術創新和市場開拓能力，打造在國內外
有影響的區域品牌。

民生工程成效顯著
2011 年是自治區 「民生建設年」，塔城市按照自
治區和地區的統一部署和要求全力抓好科技、教育、
醫療、文化體育、社會保障、城鄉住房建設等 15 項重
點工程，全年新建 「雙語」幼兒園 6 所，新改擴建中
學教學樓及配套設施 4 萬平方米；農牧民參合率穩定
在 98%以上；零就業家庭做到 24 小時動態清零；新型
農村養老保險參保率達到 93.5%；開工建設職工集資建
房 1112 套、廉租房 229 套，新建富民安居住房 3000
戶，完成任務的 100%；發放租賃補貼戶 683 戶 123 萬
元；開工建設職工集資建房 1112 套。
據了解，塔城市去年共爭取扶貧項目 18 個、扶貧
開發資金 503 萬元，幫扶 191 戶 763 人實現脫貧，完成

塔城市富民安居工程
了自治區下達的低收入貧困人口脫貧任務。2011 年，
塔城市榮獲自治區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市和 「婚育
新風進萬家活動」先進市稱號。

打造巴克圖遼塔新區新經濟增長極
李世玉告訴記者，巴克圖遼塔新區的建設，對於
塔城市來說，好比 「兩江新區之於重慶」、 「瀋北新
區之於瀋陽」、 「庫尉新區之於庫爾勒」。建立巴克
圖遼塔新區，不僅是地區整合資源優勢，統籌區域經
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更是塔城市破
解發展難題，激活發展潛力的重大戰略機遇。也是全

市各族群眾期盼已久的好事。能否抓住用好這個重大
戰略機遇期，是推動塔城市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
關鍵。2012 年，塔城市將全力做好新區規劃、招商引
資、項目建設等各項工作，加快與巴克圖遼塔新區在
規劃、政策、產業、市場等方面的融合對接，以打造
塔城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新的增長極。

全民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