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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援疆促进会，
为受援地引进36
个项目，
共引进资金48.
6亿元。
这
些项目的落地，将为受援地的经
位于天山北麓的新疆昌吉
”
州昌吉市总面积8215平方公里、 济提供发展动力。
刘永强进一步介绍，他们专
总人口达53万，当地生活着汉
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 门邀请浙江商会、福建商会等相
32个民族的居民。
2017年以来， 关企业家召开加强营商环境建
设座谈会，将服务工作延伸至项
泉州市第七批援疆干部陆续来
目建设的全过程；同时，加强与
到此地，为当地经济建设“铺路
区、州招商部门，援疆省份、驻疆
搭桥”。
商会的联系对接；积极参加西洽
日前，晨报记者随泉州三位
“产业援疆
企业人士前往新疆昌吉，在泉州 会、亚博会、投洽会、
与产业发展圆桌会议”，精准对
市第七批援疆干部昌吉市委常
接信息、康养、房地产开发等产
委、
泉州市援疆分指挥部副指挥
业领域的招商企业50余家。
长刘永强的协助下，考察了当地
的葡萄酒业等企业，并走访了援
o)p0q+rstu
疆干部驻地。
每位援疆干部都要挂口帮
泉州是海丝重要城市门户。
泉州市第七批援疆干部共有22 扶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同吃同
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 住。对于援疆干部来说，这需要
在新疆的这几年里，他们兢兢业 他们克服语言上和饮食上的障
业，默默耕耘，为受援地的经济、 碍。昌吉市委副书记、泉州市援
疆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春雷常和
教育、医疗等方面发展提供了实
援疆干部们交流谈心。他们共同
实在在的帮助。
处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深深体
fghijk9:lmn
会到：只有民族团结才能筑建稳
到达昌吉的那天，记者一行
定和繁荣。
人来到刘永强事先联系好的印
记者了解到，刘永强的爱人
象戈壁葡萄酒庄，这是他牵线搭
在德化县边远乡镇任职，一家四
桥的一个小项目。
口天南地北。其中一名刚在永春
印象戈壁葡萄酒庄在昌吉
上高中的孩子是刘永强最放心
郊外，此前这里是六十多亩荒 不下的。孩子正处在高一年这一
地，如今已种上了苹果树、红柳 重要时间节点，刘永强不能在孩
等，
显得绿意盎然。
子身边加以照顾，多少有些遗
沿着地下台阶进入地窖，一
憾。刘永强说：
“孩子在这一个
股酒香拂面而来，一间间窖室里
年龄段情绪变化较为明显，再加
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橡木桶， 上我在新疆，照顾孩子的事只能
而墙壁四周有序地摆放着数万 交给孩子他妈了。
”
支瓶装酒。该酒庄董事长富强介
如刘永强一般，每位援疆干
绍，
他拥有面积达一千多亩的葡
部在远离家乡的同时，都心系家
萄园，目前葡萄酒年产值已达到
人。
2000多万元。
德化自然资源局的阮赐民
经过一番品尝，福建众能智
主要在昌吉市政府土地储备中
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德圣
心，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及土地储
等人当即就与酒庄达成了采购
备专项债 的申请、使用等。他
意向。富强说，几年来，得益于援
天生一副娃娃脸，两个孩子大的
疆干部的支持，酒庄每年都迎来
已11岁，小的才两岁，来到新疆
许多沿海客商。
后，照顾孩子的事全由其爱人和
刘永强说：
“我们的招商形 父母们帮忙照应，对此，他十分
式从过去的‘广撒网’向‘精盯
感谢家人。此外，他表示，工作要
引’转变，
创新招商平台，
成立泉
花时间去适应，只有通过民族团
结才能共同发展，才能真的实现
国家和谐稳定和繁荣。
另一 名援 疆干 部——
—南安
水头镇退伍军人洪鸿图则
告诉记者，远离家乡，最
牵挂的便是家乡亲人。
上有老下有小，他常觉
得对家人有一种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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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明工程” 慈善光明行
动加深了泉 州市 和 昌吉 市各
族群众的友谊。
泉州市第一医院医生洪
成业介绍，
他们来到昌吉市后，
昌吉市先后有 40多名病人前
往泉州 进行 手 术，他 们还 为
200多名患者诊治眼疾。有次，
一名回族 妈妈 带 孩子 小欣 雨
前来筛查，援疆干部潘海洋发
现，小欣雨虽然才六岁，却 患
有先天心脏病、白内障等多种

疾病，已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
间。后来，在泉州援疆干部的
支持下，家人带着小欣雨前往
泉州 910医院、正骨医院进行
治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小
欣雨已恢复部分视力，并学会
了走路。
对此，德化县医院的黄庆
平说：
“‘组团式’医疗援疆是
我们的援疆特色和重点，也是
我们践行精准扶贫、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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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永春的高中语文老
师张莉蓉是一名援疆教师。她
说：
“当地的孩子很有礼貌，也
很讲卫生，整个校园都非常干
净。”由于南北气候不同，
她到
新疆后由于气候干燥，脸上脱
了皮。
有次上课时，一名叫阿里
的同学怕张莉蓉觉得冷，从座
位上站起 来将 一 条围 巾戴 在

了张莉蓉脖子上。这令张莉蓉
出乎意料，也令她很是感动。
后来，张莉蓉便一直戴着那条
围巾上课。
此外，
由于时间差的原因，
每天晚自习结束后，张莉蓉和
另一位老 师 要送 一些 孩 子回
家，冬天最冷时当地气温低于
零下 20℃，有时一不小心还会
摔得四脚朝天。 ;$<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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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398亿元，增长7%；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1071元，增长
6.
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334元，
增加797元；
旅游人数突
破 650万 人 次 ， 实 现 旅 游 消 费
110.
67亿元，增长150%以上，增
速创历史新高。
截至2019年9月底，昌吉落实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62.
37亿元，
签约项目有杉杉文化旅游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投资12.
9亿元建
设“天山百里丹霞、侏罗纪公园”
项目、中亚易道集团拟投资30亿
元的昌吉市文旅小镇开发项目、
厦门象屿集团投资10亿元的现代
物流产业项目等；落地项目共5
个，分别是三粮酒厂物流基地项
目、圆通物流基地项目、首钢总部
基地建设项目、海航航空后勤保
障基地项目、
乐活小镇二期项目。
此外，当地还建立起现代装
备制造和农副产品加工、新材料、
高新技术等支柱产业和以制种、
粮油、棉花、番茄等为主的农业产
业化加工基地；同时，高起点规划
建设新疆信息产业园，构建以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主的信息
产业，其中以海联三邦、中疆物流
为代表的冷链、保税等物流新业
态蓬勃发展。
目前，昌吉新区医院、新疆大
剧院、恐龙馆、文博中心、体育场、
体育馆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已相
继投用，昌吉市城乡教育、医疗、
救助等社会保障水平居全疆领先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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