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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底，張春賢奉調赴疆，
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軍區第一政
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執掌
起這個佔中國領土面積六分之一的最大
省級行政區。去年是張春賢首次以新疆
代表團團長身份參加兩會，今年是張春
賢在新疆的第二年。

張春賢在疆這兩年，考慮最多的是
發展、民生、穩定等問題，既要發展經
濟，做大蛋糕；又要保障民生，分好蛋
糕，穩定則是基本前提。他剛到新疆
時，有記者問張春賢 「到新疆之後有什
麼感受」，他侃侃而談 「一是大，新疆
大到讓你興奮，一個縣到另一個縣，你
知道多遠吧？500 公里；二是美，很多
風景不同於內地；三是好，各族人民確
實是好的，文化多元、豐富多彩、智慧
勤勞、熱情好客，到有些人家去，免費
三天吃飯都沒有問題；第四，就是潛力
無限，新疆資源豐富，又與 8 個國家接
壤；最後就是忙，忙得讓你喘不過氣
來。我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還有，
是難。新疆和外省是不一樣的，歷來治
疆是困難的。」

難在哪裡？張春賢指出，難在經濟
發展還不平衡，南疆北疆的差距比較
大，南疆有的人均收入才1000多塊錢；
難在穩定方面還有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
方；難在邊遠的地方，交通還不發達；
難在歷史上還存在很多困難，要及時地
做大蛋糕，同時要做好穩定

做大蛋糕謀發展
前年 5 月中旬，中央召開了首次新

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悉數
出席，會議對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
治久安做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提出新疆
工作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
戰略地位，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維
護安全穩定，貫徹好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反對和打擊民族分裂勢力。中央並
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在新疆率先啟
動資源稅費改革， 「十二五」期間使新
疆固定資產投資將翻一番。

在新疆工作座談會後，19個省市對
新疆各地區的對口援助很快進入深化
期。中央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在各自
領域加強了援助合作支持，推動了援疆
工作向縱深發展。

張春賢敏銳地抓住了這些發展契
機。2011 年，新疆借資源稅改革，進一
步深化財稅體制和公共財政管理體制改
革，堅持依法治稅，治理 「小
金庫」，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
結構，切實保障民生工程和重
大項目建設。金融體制改革不
斷深化，邊遠鄉鎮金融服務網
點、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
迅速發展。農村金融服務不斷
加強。統籌城鄉、保障民生體
制機制逐步健全。事業單位分
類改革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深
入推進。遴選公務員工作全面
啟動。

為了加速這一進程，張春
賢需要在時間上打造 「新疆效
率」。在深入調研分析的基礎
上，張春賢提出了要以現代文
化為引領、以科技教育為支
撐、加速新型工業化、農牧業

現代化、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打造中
西部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和向西開放的橋
頭堡，建設繁榮富裕、和諧穩定的美好
新疆。2011 年，新疆全區生產總值完成
6600 億元，增長 12%；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完成 4700 億元，增長 33%；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 1556 億元，增長 17.5%；
外 貿 進 出 口 總 額 217 億 美 元 ， 增 長
26.6%；全口徑財政收入1646.2億元，增
長 38.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500 元、農民人均純收入 5432 元，分
別增長13.6%和17%。主要經濟指標增速
實現歷史性突破。現代農牧業快速發
展，新型工業化步伐加快，城鎮化水平
穩步提高，第三產業迅速發展。 「這不
是 花 架 子 ， 而 是 有 着 充 分 的 實 踐 基
礎。」張春賢說，新疆是在不斷總結和
實踐的基礎上，用最好的思路、最佳的
質量和最新的成果，高起點、高標準、
高效益地實現中央要求的到2015年人均
生產總值達到全國水平，到2020年，新
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把新
疆建設成為西部強區。立足欠發達的基
本區情，牢固樹立科學發展的理念，聚
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同時，張春賢在疆這兩年，新疆已
經有 5 個園區升格為國家級，新疆國家
級園區達15個。目前，喀什、霍爾果斯
經濟開發區建設政策出台，首批支持資
金落實到位，規劃建設全面展開。阿拉
山口綜合保稅區和吉木乃邊境經濟合作
區批准建立。第二屆上合組織商務日活
動成功舉辦。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
作中心封關運營。首屆中國—亞歐博覽
會成果豐碩，對外經貿成交總額55億美
元，對外經濟技術合作項目成交近 9 億
美元。全年實際利用外資 3.03 億美元，
對外承包工程完成 5.52 億美元，境外中
方協議投資 2.25 億美元。內聯經濟技術
合作項目7854億元。引進區外到位資金
1962億元，增長48.4%。

這些數字和成績背後的 「新疆效
率」，展示的正是張春賢帶領新疆加快
發展決心和能力。而在做大蛋糕、增強
經濟實力、保穩定的同時，被譽為 「親
民書記」的張春賢更明確提出了分好蛋
糕、讓新疆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
施政理念。他諄諄告誡新疆的官員：
「在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新疆將把富民

放在首要位置，始終堅持民生優先，讓
各族群眾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讓大家
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每年的全國兩會期間，有60名代表的新疆團都是兩會記者關注焦點。每當舉行開放活動那
天，都會吸引上百名記者。面對中外記者，以親民、務實、開放而為人所知的新疆黨委書記張春
賢坦率直言， 「新疆的經濟發展與其他地區還有差距，要及時地做大蛋糕，同時要做好穩定。新
疆的書記還真是不能忽悠，真的要踏踏實實地俯下身子，踏踏實實地既抓發展，又抓穩定。」 寥
寥數言，實則勾勒出張春賢赴疆履新以來的施政路線圖。 本報記者 王惠

分好蛋糕保民生
在他上任後的第一個五一黃金周，

沒有一天休息，而是馬不停蹄地走訪烏
魯木齊的各個居民社區，與漢族、維吾
爾族的普通市民直接對話，傾聽大家的
心聲，了解大家的期望。在新疆的這兩
年來，無論是金黃的麥田裡，還是在
5000 多米高的邊防哨所上，無論在伊寧
受 災 帳 篷 中 ， 還 是 在 烏 魯 木 齊 夜 市
上……這兩年來，在 160 多萬平方公里
廣袤的土地上，處處留下張春賢的身
影。張春賢的想法非常清楚： 「要把富
民放在第一位。即群眾第一，民生優
先，基層重要。」

話是這樣說的，事也是這樣做的。
在民生問題上，張春賢說到做到，從不
打折扣，從不拖泥帶水。在他上任不到
十天，新疆出台了《關於解決城鎮未參
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保障等遺
留問題的試行辦法》。30多萬未參保人
員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納入了企業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統籌，按企業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辦法計發待遇，實行社會化發
放。此舉為這些工人及家屬總共上百萬
人解除了後顧之憂。而這些，正是履新
僅僅幾天的新書記拍板執行的。

在 「民生優先」的思路引領下，新
疆財政用於民生支出力度一年比一年
強。去年，在規定時間，全部兌現向社
會承諾的安居富民、定居興牧、天然氣
利民、廉租公租房、棚戶區改造、就業
再就業、社會保障等22類80項重點民生
工程任務。30 萬戶 120 多萬農牧民喜遷
新居。35.6 萬套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
造安置房建成。9 項定居興牧水源工
程、118 項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完工。120
萬農村人口安全飲水和 8.95 萬無電人口
用電問題得到解決。

今年，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擴
大）會議，討論通過《2012 年實施重點
民生工程項目計劃》，決定今年（2012
年）實施25大類共90個民生工程，實現
農民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團結一心維穩定
張春賢在境內外記者中擁有極好的

口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說實話，辦
實事，從不掩蓋問題，與記者推心置
腹。去年九月，首屆亞歐博覽會在烏魯
木齊開幕前夕，新疆連續發生多起暴力
恐怖事件，很多不了解新疆情況的人，
出現了種種擔憂和顧慮。八月十三日，
張春賢接見了由香港大公報社長姜在忠
帶隊港媒高層採訪團一行，同行記者大
多帶着這樣的心態來到新疆。當大公報
記者問到當前新疆的穩定形勢時，張春
賢直言，新疆的暴力活動還處於一個活
動期，無論做出多大努力，暴力活動不
可能一下子就能銷聲匿迹。但他表示，
有信心維護新疆的平安，推動新疆的發
展。

2012 年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召開之

年，新疆還將舉辦第二屆中國亞歐博覽
會，維穩任務艱巨。一月十二日，張春
賢在自治區兩會阿克蘇團討論時說，目
前新疆維穩反恐形勢仍很嚴峻，暴力活
動的組織和形式發生了很大變化，穩定
面臨新挑戰。按照自治區維穩工作部
署，把伊斯蘭教好的教義傳給大家，幫
助大家改善教育、提升素質，這就是一
個進步。要為人民負責，就是要讓人民
享受到現代化的文明成果，讓他們意識
到暴力不是最終追求的精神境界。

去年，和田、喀什發生暴力恐怖案
件，當地警方能果斷出手，迅速處置暴
力活動，也是較好的、徹底的實踐了張
春賢的 「對人民要柔情似水，對敵人要
堅硬如鋼」。

從張春賢入疆之後，海外媒體就評
論說新疆進入了 「張春賢治疆」時代。
張春賢採取的是 「兩手抓」：綜合施
策，現代引領。

一年之計在於春。從2月1日起，在
龍年春節過後的第一時間，自治區黨委
決定用三周的時間，分別開展 「項目促
進周」、 「民生促進周」、 「現代文化
促進周」主題周活動。研究新疆問題的
專家告訴記者，三個 「主題周」活動所
涉及的內容也是今年新疆的三個工作重
點，張春賢把這三個工作重點抓緊抓
實，全年的工作就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
效。主題周折射出了一種變化變革的創
新思維，一種嶄新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
法。

今年全國兩會新疆團開放日，竟一
下子來了 200 多名記者，將會場圍了個
水泄不通。這其中大多數人都是衝着張
春賢這位 「最開放的書記」而來的。
「絕不能讓他們的屠刀對準我們的婦幼

兒童，對準我們的人民，對準我們無辜
的群眾！」對於記者們最關注的反恐問
題，張春賢回答得斬釘截鐵，顯示出強
硬的一面。香港《大公報》於 8 日刊發
了頭版頭條《張春賢談治疆大計 對
恐怖分子不施仁政》，配發特稿《雪松
胡楊下的張春賢》。

張春賢當天答記者問所在人民大會
堂新疆廳牆壁上，掛着兩幅油畫。一幅
是雪松茂盛的天山，一幅是胡楊金黃的
塔里木河。這對站在其下邊接受採訪的
張春賢做了一個鮮明的批註。國家主席
胡錦濤2009年視察新疆時說，希望新疆
各族幹部像 「天山雪松、綠洲白楊、戈
壁紅柳、沙漠胡楊」一樣植根和挺立於
新疆大地。張春賢隨後在全疆部署要弘
揚這四種植物的精神。雪山青松在中國
僅僅生長在新疆，能抵抗零下攝氏40度
的低溫；而大漠胡楊根繫能有幾十米
深，能在沙礫土、黏壤土、黏土上都能
生長，能抵抗強風，都有極強的生命
力。

如今，距離張春賢主政新疆即將滿
兩年，政通人和、奮發創業的新氣象在
天山南北已經形成，跨越式發展和長治
久安的征程已經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

近兩年，農民收入逐步提高

▲ 2011年7月5日這天，張春賢在烏魯木齊市七一
星光夜市上請大伙喝啤酒，與群眾舉杯暢飲 李揚攝

▲張春賢：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
委，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

2010年9月10日這天是穆斯林群眾
的開齋節，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來到烏魯
木齊市場向少數民族群眾祝賀節日 李揚攝

▲每年兩會新疆團都是海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7日新疆團開放，半小時的答記者問，顯然無法滿
足 「大胃口」 的記者們，記者 「無問」 也不願離開，
仍圍住張春賢，期待他還能講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