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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发展产业，既是促进困难群众就业的渠道，
也是提高困难群众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增强“造血”功能的重要载体。

产业扶贫，需要形成稳固的扶贫产业链，规划和培育好相关配套产业，解决生产环节之后的加
工、销售等问题，真正让群众脱贫致富。

解决绝对脱贫问题后，兵团始终把稳定脱贫与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从摘帽团场产业基础相
对弱、生产条件较差、内生动力不足等实际出发，继续保持政策不变、力度不减、责任不松，继续精准施
策，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巩固脱贫成果，为脱贫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加油助力。

产业产业 持续持续带动带动 发力发力

我从小
就在四师六

十四团十四连
长大，连队很多

曾经的贫困户都是我
的亲朋好友。我成为

连队的扶贫专干后，想得
最多的就是如何帮助贫困

户脱贫，如何让已经脱贫的不再
返贫。
通过走访我发现，连队的大部分

贫困户都是因为身体患病或者家庭变
故，导致生活陷入窘境。他们有劳动的

能力和愿望，但苦于没有就业门路。我们连

队不大，容纳就业能力有限，想要脱贫必须
要靠产业带动。

像我们连队的脱贫户阿布力米提·吾甫
尔的女儿一直没有工作，我们就积极与团里
的编织袋厂联系，为她在编织袋厂谋到了一
份工作，每月能有1800多元的工资。可没过
多久，阿布力米提·吾甫尔的女儿就嫌工作辛
苦、工资少想要辞职。我们知道后，赶紧去找
她谈心，告诉她美好的生活不是等来的，要靠
自己的努力换来。听了我们的话，阿布力米
提·吾甫尔的女儿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明白，要想让贫
困户彻底脱贫，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
要“授人以渔”。

连队职工哈力木拉提·外力离婚后，没
有一技之长的他开始酗酒，日渐消沉，生活
一落千丈，陷入了贫困之中。我们先是对他
进行思想教育，鼓励他重拾生活的信心，然
后又想方设法帮他开辟增收渠道。2018
年，在团里干部的牵线搭桥下，哈力木拉提·
外力进入了伊犁创锦犇牛牧业有限公司六
十四团分公司工作，还在公司学会了电焊手
艺。2019年6月，哈力木拉提·外力辞职回
到连队，利用电焊手艺靠为连队职工群众搭
建彩钢棚、葡萄架赚钱，还利用自家院子大、
周边有林带的优势发展庭院经济。改掉陋
习、踏实干活的哈力木拉提·外力告别了贫
困，向着小康路迈进。

今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脱贫
户不返贫，六十四团成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领导小组，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进各类企
业；各连队组织劳务队，带领职工群众到驻
团企业、建筑工地打工创收，引导脱贫户向
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截至目前，脱贫户在各
类企业就业14人，人均月收入增加2000元。

在四师、六十四团和连队干部的努力
下，十四连的脱贫户中，不少人在六十四团
和周边县乡的企业找到了工作；一些人在团
场公益性岗位就业，成了环卫工人、物业公
司员工；一些人开始发展养殖业和庭院经
济，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信心。

（杨俊钦 整理）

四师六十四团十四连扶贫专干凯萨尔·约麦尔江：

“扶志”“扶智”结合 确保脱贫不返贫

这几年，我们连队紧紧依托地缘优
势，持续推进“百果园”建设。我们引进新
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展

蓝宝石葡萄种植业，推进葡萄、苹果种植品种
的升级换代，打造优质品牌，通过发展林果业
引导职工群众多元增收。
我们连队曾经的贫困户罗春兰就是靠发展

林果业脱贫摘帽的。记得那是2016年的冬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罗春兰种植的600多棵
桃树毁于一旦。第二年春天，罗春兰又栽种了
1000多棵桃树，可因为管理不当，大部分桃树苗

都没有成活。连续两年的“天灾人祸”，让罗春兰
亏损了 10多万元，他们一家也因此陷入了贫
困。面对生活的窘困，罗春兰整天像霜打的茄
子，闷闷不乐。

我们连队“两委”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到
罗春兰家，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并为罗春
兰夫妇申请了临时救助金。

但我们连队“两委”都明白，要想彻底改善罗
春兰一家的生活，光靠“输血”是不够的，还要“造
血”，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因此，我们一面给罗
春兰进行心理疏导，鼓励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一

面帮她寻找脱贫增收的办法。经过多次协商沟
通，我们建议罗春兰在原有桃树的基础上，套种
早熟的水蜜桃、中熟的蟠桃、晚熟的映霜红桃，这
样不仅投资少，而且可以较快得到收益。

我们安排罗春兰去种植能手的桃园学习技术，
从基本修剪到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生长期管理的
每一个重要环节，我们都会悉心地开展技术指导。

我们连队“两委”还利用微信朋友圈，帮助罗
春兰搭建销售渠道。2019年年底，罗春兰夫妇
不仅还清了之前所有的欠款，还略有盈余，摘掉
了贫困的帽子。

今年，罗春兰又在桃园里套种了红薯、辣椒、
丝瓜等作物，发展林下经济，他们在致富奔小康
的路上更有信心了。

如今，林果业日渐成为我们连队职工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目前，我们连队已嫁接蓝宝石葡
萄1800多亩，新植软猕猴桃110亩、水蜜桃40
亩。今年，我们又引进了智利苹果、早酥红梨、文
冠果、榛子等新品种，“百果园”项目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未来，我们将会大力推进林果业发展，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带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

（朱建平 赵会芳 整理）

七师一三○团六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连管会成员杨玉鹏：

栽下“致富树”收获“幸福果”

以前四连没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职工群众的
收入大部分来自棉花、红枣种植。因为缺乏科学
种植技术，收成的好坏全靠“看老天爷脸色”，职工
群众的生活普遍困难。

为了改善连队职工群众的生活，我们“访惠
聚”工作队配合连队“两委”，联合致富带头人、技
术能手等，共同探索连队产业发展新路。

2018年，连队成立了瓜菜种植合作社，还从
塔里木大学引进“塑料大棚瓜菜”新型种植模式，
开展温室大棚示范点建设。我们“访惠聚”工作队
争取资金30万元为连队修建了4座温室大棚，让

连队种植能手米尔阿里木·木沙试种瓜菜。为帮
助米尔阿里木·木沙掌握“塑料大棚瓜菜”新型种
植模式，连队还协调塔里木大学科技特派员全程
进行技术指导。当年，米尔阿里木·木沙种植的瓜
菜收入超过4万元。

由于投资效益好，带动脱贫效果佳，群众满意
度高，2019年，连队又陆续建设了8座温室大棚，
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

我们连队的依马木·哈力克曾经“等靠要”思
想严重，他的妻子患病需长年服药，家里仅靠十几
亩土地的收入“苦熬”，生活十分拮据。2016年，

连队党支部给依马木·哈力克赠送了4只母羊，希
望帮助他通过发展养殖业脱贫增收。通过自己的
努力，依马木·哈力克现在的养羊规模已经扩大到
20多只。

2018年9月，我们“访惠聚”工作队帮助依马
木·哈力克，在他自家的庭院里建了1座占地1亩
的冷棚，塔里木大学的科技特派员会定期到依马
木·哈力克家指导他进行科学种植。现在，他通过
发展养殖业和庭院经济，已经告别了贫困，他也对
未来致富奔小康满怀信心。

产业兴，才能百姓富；百姓富，才能民生

稳。五十一团是少数民族聚居团场，也曾是兵
团深度贫困团场之一。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防止返贫，五十一团还积极盘活土地资源，利
用闲置厂房、店铺、商业步行街、老连部、老校舍
等，建设扶贫车间4个，引进小型加工制造和农
副产品深加工企业 5 家，带动就业 120 人。同
时，挖掘特色优势，用活连队“十小店铺”，建设
小型商业文化街区，壮大团场经济；大力推广和
发展庭院经济，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多渠道
增加职工群众收入。

（罗众英 整理）

兵团科技局驻三师五十一团四连“访惠聚”工作队队长梁清华：

用活身边资源 齐心共奔小康

之前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我们连队“两委”引
导贫困户加快土地流转，鼓励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专业技术人才、种养大户、合作社等通过直接
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贫困户脱

贫增收。我们连队曾经的贫困户韩立祥就
是通过土地流转和在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上班，实现脱贫摘帽的。

韩立祥和妻子都身患疾病，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他家种植的10亩葡萄树也因缺

乏劳动力和管护不当连年亏损。在摸排了解了韩
立祥家的情况后，我们帮助他将土地流转了出去，
还为他联系了一家企业的门卫工作。但因上班的
单位离家较远，而患病的妻子需要照料，韩立祥工
作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辞掉了工作。

2018年10月，韩立祥的妻子退休，每月能领
到1900元退休金，加上韩立祥打工收入和团场
发放的临时救助金及低保金，2018年年底，韩立
祥一家脱了贫。

但是按照“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
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原则，我们一直持
续关注他们家的动态，继续给予帮扶，防止他家
返贫。看到韩立祥四处打工，收入也不稳定，我
们就又在黄田农场喜折惠健康农产品产业基地
帮他联系了一份门卫的工作，每月能挣2000多
元。这样，韩立祥既有了稳定收入，又因为离家
近，方便他回家照顾妻子。

黄田农场喜折惠健康农产品产业基地推动

“农业企业+种植合作社+林果职工”深度对接，
以市场需求确定产品生产，依靠合作社实现果品
统一种植确保质量，创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
型农业综合体，延长了林果产品产业链，为团场
职工群众叩开了致富之门。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今后我们将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家乐等产业，拓宽职工
群众多元增收渠道，实现职工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陈路娟 郭曼玉 整理）

十三师黄田农场六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龚振江：

开辟多元增收渠道 保障持续稳定增收

过去，我们帮助贫困户脱贫主要是靠
帮助他们申请各类低保金、救助金。但发
现，光靠“输血”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

让贫困户彻底脱贫，就要靠“造血”来
实现。我们结合连队实际，决定通过

成立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入社，依
靠“抱团”闯市场，来激发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

去年4月，连队成
立了共青团农场众信

绿创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我 们 按 照

“党建+合作社+农户+市场”的模式运作，
通过支部引领，以合作社为抓手，带领职工
群众增收致富。

连队“两委”都是年轻人，我们不想走
老路子。合作社创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
连队的一块沙坝地开辟了“开心农场”。我
们采用“菜园子认养”的方式吸引游客，从
而推动旅游业发展。

我们连队职工朱金彪的妻子因为交通
事故受伤住院，花费了很多钱，家里还有两
个孩子在上学，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连
队得知他的情况后，帮他将土地流转了出
去，帮他的两个孩子申领了助学金，还帮他
在“开心农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他

一个月能有35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
流转的费用，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

有不少职工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懂
知识的年轻人，能为他们出谋划策，看看来
年种什么。尤其是去年棉花价格走低，很多
种植棉花的职工想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产业发展、品质提升，关键还要靠科技。
所以我和六师农科所的工作人员探讨研究了
一番，决定今年在我们连队做些大“动作”。

首先，我们开辟30亩土地种植可供观
赏的油菜花。这样，油菜花开时，可以通过
发展观光旅游业来增加收入，回收的油菜
花种子也可以生成利润。

接着，我们拿出60亩土地种植旱稻，

旱稻的营养价值高，市场行情也好。按照
每亩7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经过我们合
作社的深加工和精包装，每公斤卖10元不
成问题，那么每亩稻米除去成本也可以收
入几千元呢。

如果有想继续种植棉花的职工，我们
还试种了50亩的棉花新品种，新品种主打
高产高质，试种成功后，预计每亩单产可比
原先高出50公斤。

我们还用60亩地试种花生，400亩地
种植葡萄……这样一来，到了收获时，连队
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就可以发展采摘休
闲农业，拓展职工增收路。

（张乐 整理）

六师共青团农场四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陈继彪：

产业多点开花 提升“造血”功能

四师六十四团少数民族群众在该团地毯厂就业四师六十四团少数民族群众在该团地毯厂就业（（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兵团日报驻四师记者站兵团日报驻四师记者站 朱远乐朱远乐 摄摄

七师一三七师一三○○团六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团六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连连
管会成员杨玉鹏管会成员杨玉鹏（（左左））在给职工讲解桃树种植技在给职工讲解桃树种植技
巧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赵会芳赵会芳 摄摄

55月月1515日日，，十三师黄田农场职工玛合帕丽十三师黄田农场职工玛合帕丽··阿黑在喜阿黑在喜
折惠健康农产品产业基地整理货架折惠健康农产品产业基地整理货架。。

陈路娟陈路娟 摄摄

六师共青团农场富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段继繁六师共青团农场富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段继繁（（左左））与该场二连职工签订与该场二连职工签订
酿酒葡萄订单种植合同酿酒葡萄订单种植合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邵忠新邵忠新 摄摄

三师五十一团群众通过转移就三师五十一团群众通过转移就
业业，，来到恒丰塑业有限公司上班来到恒丰塑业有限公司上班（（资料资料
图片图片）。）。
兵团日报驻三师记者站兵团日报驻三师记者站 奉正云奉正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