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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享发展

推进南疆民生建设

——
—学习自治区党委南疆工作会议精神
邱媛媛
（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行政学教研部，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事业，连续 6 年
开展“民生建设年”活动，尤其是对南疆四地州，强化顶层设计，实行高位推动，这次的南疆工作会议是自治区
党委对新形势下南疆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只有解决了南疆四地州民生建设问题，
才能实现在新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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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民生保障力度明显加
大，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进入了经济增长最快、城乡面貌变
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2015 年 11 月 3 日举行
的自治区党委南疆工作会议，是自治区党委面对新形势，
自成立 60 年以来第一次全面研究部署南疆工作的一次重
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推动南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张春贤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疆
。由此可见，
南疆工作是新疆工作的
一盘棋，南疆是“棋眼”
重中之重，
“棋眼”看似局部，但关系全盘。南疆稳定了，新
疆就会稳定。同时，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又关系国家层面的
重大战略部署。
发展是破解一切难题的“总钥匙”
，也是解决南疆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近年来，新疆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步入又好又快的历
史新阶段，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尤其是南
疆地区，多项经济指标增速迅猛。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南疆四地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9%，高于全疆 2.8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分
别达 12.3%和 15.9%；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建成和田至喀什
铁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
通车里程已达 1 243 公里……但
是作为新疆生态最脆弱的区域，南疆四地州受自然条件等
因素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北疆差距明显，南疆一些
地区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据统计，南疆四地州目前富
余劳动力超过 150 万人，占全疆的 60%以上；贫困人口达
159 万人，脱贫任务艰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轻民生。”民生短板
不仅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还会对我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构成较大威胁。社会治理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两个
最基本的内容，其目标都是让人民安居乐业，让整个社会

和谐、有序、稳定。社会主义建设以改善民生为导向，以社
会和谐为己任，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根本目的。2004 年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思想，
自此以后，我国的民生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民生制度
“无”
到
“有”
的发展阶段。当前深入推进南疆民生
走过了从
建设，不是简单地把民生工作从“有”做到“多”，而是要从
“有”做到“好”
，也就是说，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
飞跃。正如张春贤书记在南疆工作会议中强调的，要加快
发展南疆社会事业，持之以恒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要坚持
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好“民生优先、群众第一、基层重要的
要求”
，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使发展成果更好惠
及各族群众。
第一，改善民生重在“坚守底线”
。所谓底线主要体现
为要着力“保基本”
，实现“应保尽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
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的现象。截至 2014 年底，
新疆各项社
会保险参保人次达到 3 348 万人次，比 2009 年增加 1 073
万人次，增长 47%，但是社会保障总体水平还偏低，比如南
疆喀什地区。基础养老金实行全疆统一，没有体现出各地
州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偏低，对贫困人群保障不足；社会保障监管体制、社保基
金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等，导致南疆群众就业、看病、上学、
住房问题尤为突出。因此，
有计划、
有步骤地构建结合城乡
特点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问
题，通过居民基本生活、养老、居住、医疗、教育等措施，逐
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
第二，改善民生还应“突出重点”
。抓住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改善民生的关键所在。
2013 年 4 月，
习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
“抓民生要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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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
而不舍向前走。”只有解决人民群众最困难、最现实、最关
心的问题，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搞建设，才能使我
们的民生建设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
特别是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
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南疆
四地州是贫困最为集中连片的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
生态环境脆弱，
土地沙漠化、荒漠化、
深。南疆自然条件差、
盐碱化严重，其中和田地区尤为凸显。例如，
和田地区 8 个
县市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6 个乡镇中有 80 个
乡镇属于扶贫工作重点乡，占乡镇总数的 93%；1 470 个行
政村当中有 1 296 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占整个和田行政村
总数的 92%，占自治区重点村总数的 36.2%。贫困地区基
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特别是农田水
利、电网改造、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产业发展严重滞
后，并且新疆的贫困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贫困家庭
的人口众多，因此减贫难度非常大。这次自治区党委南疆
工作会议上“脱贫”一词共出现 7 次，也吹响了南疆扶贫攻
摘掉
坚战的冲锋号。会议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
贫困县的帽子，这是当前南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任务，
也是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实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因人因地施策，
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激活县域经济、民族经济，改变扶贫
开发中群众“等、要、靠”的问题，提高扶贫时效，逐步实现
“安得下、
守得住、
能致富”
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对各类困难群众，要
格外关注、关爱、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第三，改善民生仍需“完善制度”
。要不断改革和完善
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制度，让制度
“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张春贤书记指出，
要坚持就业第一、
产业带动、基础先行、开放引领，推动南疆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发展是解决南疆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正确处理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围绕稳定谋发展，通过发展促稳定，切
实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上、惠及当地上、增进团结上，让
发展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走出一条符合南疆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
坚持把增加就业作为第一要务。在南疆，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撬动人民幸福的支
点，一定意义上也是南疆发展和稳定团结的结合点。解决
就业问题就是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稳定
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就业一旦出现问题，
例如失业、就业不足或就业不充分不仅会造成家庭生活的
危机与困境，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目
前南疆四地州由于二三产业规模小，以资源加工型为主的
产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吸纳不足，非农就业机会少，使得
南疆社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截至 2014 年底，南疆四地
州农村富余劳动力共计 157.7 万人，
特别是 30 岁以下群体
转移就业难题尤为突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南疆工作会议
上，提出四个“立足”来解决南疆就业问题：立足产业带动，
立足就地就近，立足疆内解决，
立足援疆促进。通过找准南
疆优势主导产业，做强支柱产业，延长产业链深加工，针对
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汉语
培训等“特培”工作，帮助其在企业实现转移就业，使每一

个劳动者找到自我发展的平台。
坚持把教育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
会进步的基石。对每一个人而言，没有教育机会就不可能
接受现代文明，也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甚至合格的劳动者，
教育机会、接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及发
展。目前南疆四地州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教育设施投入比
较匮乏、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因此要着重解决教育
公平和教育质量的问题，逐步实现“有学上”和“上好学”的
目标。同时由于南疆民族构成的特殊原因，还要努力解决
南疆双语教师短缺问题，主要表现在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
数量偏少并且运用汉语教学的能力不足，双语教师尤其是
农村双语幼儿园教师待遇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双语教师
流失，因此要以“早一年解决就少影响一茬学生”的紧迫
感，
尽快解决南疆教育的师资配备难题。
坚持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
“加
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
农村覆盖、
向弱势群体倾斜”
。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
平的制约，
南疆四地州基层医疗设施配备上存在很大缺口，
比如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不足、医疗设备老化以及社区卫
切实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生服务机构建设缓慢等等。因此，
突出向乡村倾斜，并且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
补助标准，
都是当前南疆四地州急需完备的制度机制。
当前，南疆经济发展主要受到物流、交通等因素的限
制，从出疆通道建设来看，要建立南疆与中亚、南亚之间的
联系，需要通过开通航空、铁路、公路、管道和快速直达列
车等，提高合作双方的物流通畅能力，以此提高南疆与中
亚、
南亚等地的物流速度和效率。特别是和田地区、
喀什地
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要创新运输方式，进而提
高南疆货物的出疆能力，促进南疆与疆外地区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
第四，改善民生急需“引导预期”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其宗旨就是使
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引导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信念，从而
使改善民生既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
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劳动始终是创
造物质财富的基础，是生活持续改善的源泉。幸福不会从
天而降，要引导人们通过辛勤劳动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一勤天下无难事”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
源泉。要让全体人民都意识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
潜能，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破除
“等、要、靠”的依赖思想。引导预期，
就是要引
导广大群众客观、理性地看待改善民生，树立通过勤劳致
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聚集正能
量。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通过努力奋斗去改善生活、改变
现状，那么政府就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人群身
上，
最大限度地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
思想引导行动，观念决定成效。南疆四地州地处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位置，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脆弱的生
态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
“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要凝聚
各方力量，举全疆之力、集全疆之智推动南疆社会稳定和
实现长治久安，努力为南疆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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