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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 『微』了嗎？」成為當下一句時髦的
問候。在擁有海量 「微粉絲」的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
平看來，微博架起了官員和百姓及時溝通的有效橋
梁。新疆書記張春賢在今年全國兩會7日新疆團開放日
上，在回答記者關於微博問政時，贊許黃三平微博溝
通民意的方式好，稱自己也曾開過微博，堅持下來很
不容易。正是心裏惦記著一方百姓，才讓黃三平堅持
下來，微博溝通只是一個縮影而已。

7．5 過後，中央對新疆人事進行了一次大調整，
南疆三地州是調整的重點。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黃三
平從喀什被調到阿克蘇。儘管有南北疆的工作經歷，
但對黃三平而言，壓力並不小。張春賢在參加自治區
兩會阿克蘇團討論時分析說，目前，南疆三地州維穩
形勢依然嚴峻。暴力恐怖組織在和田搞策劃，阿克蘇
製造機械，喀什搞活動，一改過去走和平路線建國，
並用暴力促進這一過程。 「要讓他們明白暴力不是最
終追求目標」張春賢稱，要讓他們真正體會到優越的
政策帶來的好處。對南疆重鎮阿克蘇而言，經濟發展
和社會穩定同等重要，一手抓經濟，一手抓穩定，才
能真正實現 「兩個率先」。正如黃三平所說的 「經濟
發展不能慢，社會穩定不能亂」，最終要讓這裡的百
姓口袋鼓起來，生活好起來。

同時，在阿克蘇本屆領導班子看來，阿克蘇貧困
人口還很多，人口基數大、底子薄，人才匱乏、融資
困難、資源配置散亂等諸多困擾發展瓶頸依然存在。

人才緊缺是南疆普遍存在的問題，要發展，尤其
是從長遠來看發展，對人才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小
覷。阿克蘇地處南疆重鎮，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
勢，可以說這是上天賜予阿克蘇先天具有的一份 「厚
禮」：擁有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資源作為發展後
勁，為阿克蘇後續發展搭建起有利跳板。但是，僅僅
有 「後勁」還不行，提高 「軟實力」是阿克蘇目前急
需解決的重點之一。所謂 「軟實力」，即阿克蘇運用
自身的內力發揮最大潛質，實現人才 「軟着陸」。目
前，阿克蘇對人才的需求可謂是求賢若渴。

「引進來，走出去」 積極吸納有用人才
新疆南疆地處邊遠，經濟相對落後，由於氣候、

地理偏遠等因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成為這裡
人才 「輪流制」的真實寫照。 「留人難，留人才更
難」是南疆地區人才緊缺的普遍現象，也是困擾阿克
蘇地區多年、亟待解決的瓶頸之一。為此，2011 年
起，在援疆浪潮中，阿克蘇緊緊抓住援疆機遇，着重
加強了對人才培養，不僅引進內地優秀人才，而且將
本地大中專學生、機關幹部等派往內地省市培訓、學
習、調研，實現人才的 「引進來，走出去」模式。

張春賢在多個場合說到，一定要利用好援疆機
遇，發揮人才援疆優勢，南疆更是人才援疆的重點區
域。在黃三平看來，一切問題的解決源頭是人，最終
目的也是要讓人們的生活幸福指數提高。而首先要做
的就是人的思想、思維的改變。為滿足各類企業對人
力資源的旺盛需求，阿克蘇地委、行署去年以國語培
訓為核心，以技能培訓為重點，加大城鄉富餘勞動力
培訓力度。2011 年，全地區共培訓各類勞動力 2 萬多
人，其中包括輸送 4000 多名歷屆初、高中畢業生到烏
魯木齊14所職業技術院校接受各種勞動技能培訓，還
有1000多名歷屆大學生到內地接受崗前培訓。

此外，這幾年阿克蘇地區每年還選送 2000 名至
3000 名黨政幹部和專業技術人才到浙江等省市參加不
同形式的輪訓，用新理念、新知識武裝頭腦。 「今年
全地區用在人才和人力資源培訓上的投入達4億元。」
黃三平說：這個錢花得值，現在投入幾個億，今後就
能贏回來幾十個億，幾百個億。

想盡辦法也要讓百姓口袋鼓起來
一顆棗子、一個蘋果，也許就是一群人的生活來

源的縮影。阿克蘇 350 萬人口
中大部分是農業人口，如何使
這個龐大群體的利益最大化，
是阿克蘇領導班子首要解決的
課題，也是發展工業的基礎。
近年來，特色林果業逐漸成為
當地百姓主要的增收來源。目
前，阿克蘇紅棗、核桃、蘋
果、香梨、葡萄各類果樹面積
450萬畝，其中270萬畝已經進
入掛果期，今年全地區果品總
產 140 萬噸。今後幾年隨着更
多的果園進入盛果期，果品銷
售成為直接關係到當地農民能
否實現持續大幅度增收的大問
題。

2011 年秋季，正值收穫季
節。記者在阿克蘇地區的阿拉爾採訪時得知，由於去
年過於火爆的紅棗收購、大面積種植導致產能過剩等
因素，當地不少農戶的棗子賣不動。按理說十月份正
是金秋收穫的好季節，但 2011 年的秋天並不那麼令人
憧憬。在棗園，望着日漸風乾的棗子，棗農真的心疼
了，焦慮了。面對林果市場的 「鴉雀無聲」，黃三平

當機立斷，召集部門領導班子討論。
「市場、農戶、企業都要受益，有利可挖才行，

要想辦法讓這三者處在一個平衡點上，誰都不要虧才
行。」黃三平說，阿克蘇環塔裡木盆地各類果品面積
近 2000 萬畝，僅僅依靠目前這種各自為戰、散兵游勇
的推銷方式，無論如何也無法將總量驚人的紅棗、核
桃、蘋果、香梨、杏子賣到內地去。首先應該打開國
內市場，依託沿海省市大型果品批發市場做文章。當
然，在黃三平看來，最為根本的轉變是發揮內力
作用，加強自身的造血功能，通過對農產品的深
加工、增加其附加值，當地農民才能獲得更多收
益。百姓的口袋鼓起來了，還有什麼需要後怕
的。

作為資源大區，阿克蘇可謂得天獨厚，但資
源分配不均、散亂的現象層出不窮。為治理資源
混亂現狀，阿克蘇本屆領導班子親自出動，加大
力度整改小煤窰鋪天蓋地的格局，規範了資源開
發市場，爭取了本地資源話語權。

在阿克蘇的這三年，黃三平竭盡全力在找不
足、下定決心解決問題，用他本人的話說，就是
最根本的要對得起這裡常年生活的百姓。

中央新疆座談會後，中央和自治區加大了對
新疆尤其是對南疆的支持力度，而這裡的人們也

切實的感受到了國家政策的實惠。現如今，當你行走
在阿克蘇市、鎮的路上，能明顯的感到生活在這裡的
人們臉上的笑容多了，對生活的熱情增多。放眼望
去，高樓聳立，交通四通八達，空氣依然清新。每當
傍晚時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集中在休閑廣場跳跳
舞、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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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董紅 胥建華】中央新疆工作座談
會的召開，標誌着新疆和兵團的發展已經掀開了嶄
新的歷史篇章，農一師步入了跨越發展的重大機遇
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阿拉爾市2004
年掛牌成立，是共和國年輕的城市，是一張需要30
萬職工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來描繪藍圖的城市。在未
來的幾年裡師市黨委將帶領廣大幹部職工群眾努力
把阿拉爾建設成為凸顯城市個性和文化品位的 「濱
河花園．生態之城、水韻宜居．森林之城」。

農一師政委鄒躍斌告訴記者， 「十二五」是發
展的關鍵期，為了實現農一師跨越式發展的目標師
市制定了 「一個突破」：到 2015 年經濟總量突破
300 億元。 「兩個率先」：在兵團率先實現農業現
代化、率先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三個前
列」：地方財政收入達到15億元以上，GDP能耗達
到兵團平均水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水平全
面達標，發展質量位居兵團前列；城鎮化率 70%以
上，城鎮綠化率 35%以上，城鄉居民人均住房面積
進一步擴大，城鎮化水平位居兵團前列；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團場農牧工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速
均達到 23%，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位居兵團前列。 「四大轉變」：屯墾戍
邊向建城戍邊轉變；農業生產向工商經濟轉變；青
年優勢向人才優勢轉變；國家支持向招商引資轉
變。

鄒躍斌介紹說城市和城鎮是我們實現屯墾戍邊
向建城戍邊轉變的重要載體、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
重要平台，是 「十二五」期間師市跨越發展的增長

極。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做大做強阿拉
爾市，建設現代化地區中心城市、培育興
建金銀川市、規劃提升小城鎮，使之成為
新時期師市人口聚集、產業發展的聚集
地、職工群眾宜居宜業的幸福家園和維穩
戍邊的堅強堡壘。依託 「三河匯聚、塔河
源頭」的區位特質，充分發揮城區水系和
塔裡木河沿岸濱河景觀的多樣化功能，塑
造沙漠腹地 「母親河」形象，凸顯城市個
性和文化品位，將阿拉爾市打造成 「濱河
花園．生態之城、水韻宜居．森林之
城」。

據鄒政委介紹，師市黨委歷來堅持以
現代城市理念建設團場城鎮，導入 「秀
水、綠心、花香、田園、安居、樂業」六
大元素，充分利用當地水、樹、林、石、
園等現有資源，因地制宜，統籌規劃，最
大限度地體現特色宜人的建設風格，着力
構築團在林中、房在樹中、人在景中、走
在花中、可觀、可感、靈動的、充滿生機
的城鎮景觀，打造水系環繞、綠樹成蔭、
宜居宜業的田園式小城鎮，使之成為職工
群眾快樂工作、幸福生活、熱愛扎根的美
好家園。 「十二五」期間，着力打造一批
特色鎮、培育一批品牌鎮、崛起一批新星鎮，形成
功能互補、相互支撐、協調發展的城鎮發展格局。

堅持 「系統規劃、差異定位、樹狀聯動、效益
優先」的原則，充分利用國家差別化產業政策，以

能源密集型、產業密集型、
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為
方向，實施 「循環經濟」、
「全產業鏈」布局，在推進

產業發展的同時，確保阿拉
爾的 「天藍、地綠、水淨、
氣清」。着力構建光伏、化
工、紡織、建材、冶煉、農
副產品加工六大板塊，打造
電 力 能 源 支 撐 ， 力 爭 到
2015 年，實現工業總產值
400億元以上。

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加
快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自冶區級光伏電子新材料示
範園區建設，培育壯大光
伏、紡織、化工、冶煉等具
有支撐性的主導產業，加速

一批重點項目建設和發展，全面構築 「一河兩岸、
一軸三組團」的城市發展體系，形成以塔裡木河為
軸線，南北市區同步發展，輕紡、重工業、光伏、
冶煉園區組團、塔裡木大學文化產業組團、塔裡木
河兩岸現代農業組團發展的新格局。着力將阿拉爾
市打造成 「科技引領．光伏之城」，力爭 「十二
五」末，阿拉爾市生產總值佔全師市 70%以上，成
為師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增長極。

鄒躍斌說，半個多世紀來，一代代一師軍墾兒
女奮鬥在祖國最西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身
獻子孫，憑着雙手，在我國西部邊境的荒漠戈壁上
建成了一片片綠洲，一個個農場，一座座水庫，一
條條渠道林帶。在戈壁深處，在荒無人煙的處女地
上誕生了一批軍墾新城鎮。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
後，中央加大了對兵團的支持力度，一師逐步從
「屯墾戍邊」向 「建城戍邊」轉變，要繼續發揚他

們這種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吃苦、特備能奉獻、特
別能攻關、特別能創新的 「三五九旅」精神。在新
時期建一座 「綠色之島」新城，讓生活在這裡的職
工幸福指數不斷提高，快樂工作，幸福生活。鄒政
委表示 「作為今天的一師帶頭人，對一師的未來充
滿期待，對一師的建設責無旁貸」。

開啟「綠色之島」的幸福生活
訪農一師政委鄒躍斌

農一師政委鄒躍斌農一師政委鄒躍斌

多浪河景觀之一多浪河景觀之一

鄒政委（左二）查看小鎮建設鄒政委（左二）查看小鎮建設

美麗的多浪河夜景美麗的多浪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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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左二）視察庫車縣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運行情況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左二）視察庫車縣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運行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