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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烏魯木齊高新區成立於1992年8月，是經國務
院批准的全國54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也
是新疆唯一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它是新疆和
烏魯木齊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增
長的的試驗區、示範區。

小政府大社會 小機構大服務
烏魯木齊高新區總體規劃面積18.75平方公里（實際

可開發面積5.637平方公里）。2004年又新增北區建設用
地12.35平方公里。高新區實行「區市共建，以市為

主，科技廳歸口管理」的管理體制，重大科技業務隸屬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區黨工委、管委會分別是烏魯木
齊市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表市委、市政府統一
領導和管理高新區的黨建、經濟、行政和社會事務，副
地級建制，行使市一級管理權限，按照「精簡、統一、
效能」原則，建立了「小政府、大社會、小機構，大服
務」的管理和服務支撐體系。
建區15年來，烏魯木齊高新區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即起步階段（1992年－1995年），成長階段（1996年－
2000年），二次創業階段（2001年－2005年），新跨越階

段（2006年－現在）。
起步階段，烏魯木齊高新區從一無辦公場所、二無建

設用地、三無資金的情況下開始創業。徵地、規劃、籌
措資金，進行「五通一平」基礎設施建設，引進、整
合、扶植產業項目和企業，建立領導管理體制和政策、
機制、支撐服務體系。
成長階段，採用滾動式發展，開發一塊，建設一塊，

發展一塊。重點是招商引資，建立園區，孵化、培育、
發展新項目，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完善基礎設施，建立
健全法規、政策，改善管理服務，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二次創業階段，突出了發展特色高新
技術產業，拓展一區多園，實施新一輪
土地徵遷、路網、管網、電網、通訊網
等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機構改革，優化
創業環境。
新跨越階段，主要是開發北區，建立

500庫區新材料工業園，面向中亞拓展市
場，強化招商，自主創新，擴展產業，
壯大企業。

自主創新

實施「一區多園」戰略

烏魯木齊高新區堅持「發展高科技，
實現產業化」的發展戰略，積極鼓勵、
支持區內企業自主創新，大力發展高新
技術產業，實現了高新區經濟總量的快
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烏魯木齊高新區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

增長方式轉變，全方位推進「發展高科
技，實現產業化」戰略的實施，先後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為發展高新技術及其
產業化提供了政策保障。僅近年來，就
先後出台了12項促進企業科技進步的政
策措施，內容涉及企業科研投資優惠、
企業孵化、人才開發及引進等。
不斷加大科技投入，促進科技進步和

科技成果轉化。適時調整激勵方式，完
善配套政策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挖潛改
造；從2000年開始啟動了創新基金，已
投入2060萬元，鼓勵、扶持企業進行有

自主知識產權、有良好市場前景的科研項目開發及科技
成果產業化；2005年設立創業孵化專項資金，每年投入
300萬元專門支持科技人員創業。
烏魯木齊高新區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攻方向，加快

發展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培育產業集群，積極推進新型
工業化建設。
目前，烏魯木齊高新區已初步形成了「鑽石城中央商

務區+產業區火炬創新創業園區+北區工業園區+500庫
區新材料工業園」的發展模式，產業區域分佈合理、功
能完善。鑽石城中央商務區，主要聚集人才、金融等社

會資源，重點發展總部經濟，體現烏魯木齊高新區的服
務能力；火炬創新創業園區以創業中心、留學人員創業
園為依托，聚集研發機構、科技企業孵化器、科技中介
機構等創新資源，體現烏魯木齊高新區的創新能力；北
區工業園區和500庫區新材料工業園，主要聚集符合產
業導向的工業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體現快速發
展的能力。其中500庫區新材料工業園還將致力於重點
發展製造業和現代加工業，優先發展現代裝備製造業，
打造新疆新型工業化發展的承載區和接替區。

搭建溝通中亞橋樑 大力開拓中亞市場
烏魯木齊高新區依托新疆的能源、地緣優勢和向西開

放的樞紐地位，堅定不移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搭建
起了一條溝通中國企業、產品與中亞市場之間「東聯西
出，西來東去」的橋樑。
在此背景下，2005年5月，在廈門第三屆全國高新區

管委會主任聯席會議上，烏魯木齊高新區向全國高新區
發出了成立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亞市場戰略聯盟
（以下簡稱中亞市場聯盟）的倡議。

沒想到，這
一倡議得到了
與會各高新區
的高度關注和
熱烈響應。同
年8月，該聯盟
在烏魯木齊正
式成立並成功
召開了「中國
高新技術產業
發展中亞市場
戰略聯盟第一
屆理事會」。
2006年8月，又
成功舉辦了中
亞市場聯盟第
二屆理事會，
目前，該聯盟
成員單位達到
54個，其中國
家級高新區38
個。
作為該聯盟的秘書長單位，烏魯木齊高新區還成功

承辦了於2007年9月19日至21日在哈薩克斯坦新首都阿
斯塔納舉行的首屆「中國高新技術及產品展覽會」（由
中、哈兩國科技部牽頭主辦）。這次展覽會，促成中哈
雙方共簽訂合作項目26個，簽約總金額達4.3億美元，
居目前中國在中亞地區舉辦展會簽約金額首位，是中
國在中亞地區舉辦的所有展會中規格最高、展品最豐
富、效果最好的一次展會。展會的成功舉辦，極大地
激發了中國企業進一步進軍拓展中亞各國市場的信
心。

持續快速發展 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
經過15年的開發建設，烏魯木齊高新區的發展取得了

令世人矚目的重大突破和重要的經濟成就。目前，烏魯
木齊高新區工業經濟呈現迅猛發展的態勢，大項目進區
成為主流、工業項目成為重點、產業集聚化程度和企業
的科技創新能力明顯提高。
2007年，烏魯木齊高新區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全年實

現營業總收入302.9億元，同比增長30.79%；工業增長
速度26.62%；工業總產值55.76億元，同比增長
47.67%；工業增加值15.05億元，同比增長59.6％；稅收
13.51億元，同比增長60.64%；財政收入6.17億元，同比
增長32.69%；固定資產投資16.64億元，同比增長
45.71%；外貿進出口總額5.07億美元；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12.16億元，同比增長15.48%。
目前，高新區獨立法人企業達到3206家，外商投資企

業41家，世界500強企業2家，國內500強企業21家、上
市企業4家。區內營業總收入超億元的企業達到9家，工
業產值超千萬元的企業達到37家。
到2010年，烏魯木齊高新區將力爭發展成為產業集聚

科學、空間佈局合理、資源綜合利用、經濟優勢突出、
各項效益顯著的國家級高新區，成為新疆和烏魯木齊市
經濟核心增長極和創新源。
努力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實力和可持續發展

能力進一步增強；優勢產業不斷壯大，創新能力進一步
體現；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園區建設取得新突破；服務
體系基本完善，社會事業全面發展。力爭到2010年末，
營業總收入年平均增速達到30%以上，達到660億元；
工業增加值（現價）23.2億元，年均遞增25%；進出口
總額達到27.5億美元，年均遞增25%；財政收入8.8億
元，年均遞增18%；萬元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以上。

國家級烏魯木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過15年的
艱苦創業和開發建設，現已成為新疆和首府烏魯木
齊市推進改革開放，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培
育新經濟的重要基地，已成為烏魯木齊經濟的增長
極和新亮點，對烏魯木齊市乃至新疆經濟的拉動和
輻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 ■文：朱永格 楊光

■烏魯木齊高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副主任閆科培(右三)
在企業調研。

■烏魯木齊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徐彬(左三)在北區工
業園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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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城中央商務區一景

■2006年8月30日，中亞科技合作園開園。

■駐區企業——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9月19日-21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成功舉辦首屆中國高新技術及產品
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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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有什麼重大意

義？

黃昌元：促進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增加農民收
入最直接、最有效、最現實的手段，也是實現農村現代
化，最終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當前，新疆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正面臨前所

未有的有利形勢。黨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
發展一體化新格局」要求，強調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
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並明確「兩個面向，一個平等」
工作目標。新疆黨委七屆五次全委擴大會全面貫徹落實
十七大精神，明確要求「建立覆蓋城鄉、統一規範的人
力資源市場，使公共就業服務從鄉鎮延伸到農村；推動
城鄉一體化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職業技
能培訓能力」，這為新疆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了
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等
法律法規的相繼出台和實施，為促進轉移就業、構建穩
定和諧勞動關係、依法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強
大的法律保障。全國和新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
化、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也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更高的薪酬待遇和更好的發展
機會。
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大有文章可做。我們要站在

新的起點上，抓住疆內疆餐發展機遇，切實增強工作責
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全力以赴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就業工作再上新台階。
記者：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經歷了哪些階段？

黃昌元：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就業是增
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改革開放以來，自治區農村勞
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經歷了由自由轉移到
嚴格控制、由「離土不離鄉」至「離土又離鄉」、由消極
應對到積極引導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80年代末，一部分農民以個體經

商為主，自發到疆內外大中城市以及周邊國家做生意。
第二階段是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到90年代末，一些縣市開
始組織有技能的農民，到內地從事餐飲服務、經銷本地
農副產品和土特產等。第三階段是從2001年到2004年，
成批量組織農村富餘勞動力從南疆到北疆和兵團轉移就
業。第四階段是從2005年開始，積極扶持引導農民工外
出務工，對農民工進行有組織、有規模轉移就業新階
段。
記者：新疆在這些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方面取得

了哪些成就和成功經驗？

黃昌元：第一，瞄準市場，找對路子，轉移就業規模
迅速擴大，增收帶動作用更加突出。2005年，全疆轉移
就業48.6萬人次，2006年轉移就業120萬人次，2007年轉
移就業144.85萬人次，年均增長30%以上，三年邁出三大
步。2007年南疆三地州轉移就業77.42萬人次，其中轉移
疆外就業7.95萬人次，佔全疆轉移疆外就業總數的
62.8%，實現了新疆農民有組織、成批量向疆外轉移就業
的重大突破。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收入39.84億
元，轉移就業人均收入2750元。其中南疆三地州農村勞
動力轉移就業總收入14.61億元，轉移就業人均收入2119
元，使三地州農民擺脫人均收入低水平徘徊局面。
第二狠抓培訓，提高素質，轉移就業培訓體系逐步完

善，轉移就業能力顯著提高。各地、各部門按照「語言
培訓不離村、技能培訓不離鄉」的要求，認真落實農村
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大力開展轉移就業漢語培訓和技
能培訓。漢語培訓方面，新疆統一編印教材，統一製作
教學光盤，免費發放給參加培訓的農民。同時在農村中
小學積極推行雙語教學。各地針對不同對象，採取「訂
單式培訓，菜單式教學，跟進式就業」模式，對外出務
工農民開展專項職業能力培訓，並在鄉級中學積極推行
初、高中分流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即「2+1」和「3+X」

培訓模式，使農村未能
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離
校前都能掌握1-2門就業
技能，取得畢業證和職
業資格證。2007年，全
疆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
就業技能培訓萬人次；
開展勞動預備役培訓的
鄉中學400所，在校學生
達9.8萬人，培養了一大
批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
新農民。
第三強化服務，完善

管理，轉移就業服務體
系基本形成，就業服務
水平進一步提高。強化
農村勞動保障平台建
設，新疆已有90%的鄉鎮
建立了勞動保障事務所。
第四典型引路，全面推進，轉移就業質量效益同步提

升，品牌成效初步顯現。從2005年起，新疆確定了21個
縣為新疆勞務輸出示範縣，先後舉辦5期勞務輸出示範縣
觀摩研修活動。2007年，新疆21個勞務輸出示範縣已輸
出轉移農村勞動力56.81萬人次，創收15.21億元，人均創
收2680元，農民人均增收557元。在2007年11月全國勞務
品牌展示交流會上，新疆清真烹飪廚師及燒烤工、巴里
坤搬動工等13個勞務品牌獲得全國勞務品牌稱號，集中

展示了「勤勞、智慧、誠實、守信」為主要內涵的新疆
勞務品牌形象，並達成勞務輸出意向協議10萬人，為新
疆今後大規模向內地轉移富餘勞動力打下良好基礎。
第五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轉移就業扶持政策進一步

健全，轉移就業農民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幾年來，新疆
積極制定出台了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職業介紹補
貼辦法、職業培訓補貼辦法、農民工工傷保險辦法、農
民工大病醫療保險統辭行辦法等政策規定，對轉移城鎮

就業的農民，免費提供職業介紹、辦理《求
職登記證》，給予職業技能培訓和鑒定補貼。
通過幾年來的不懈努力和紮實有效的工

作，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取得的成
效，可以概括為：建立了「一種機制」，造就
了「一支隊伍」，開闢了「一條新路」，實現
了「四個轉變」，產生了「四大效應」。
其中產生的「四大效應」，一是增加了農民

收入，提高了農民素質，改善了農民生活，
促進了社會和諧，出現了「轉移一人，富裕
一戶；轉移一批，富裕一村」的可喜現象。
二是使農民樹立了創業意識，了解了市場風
險，學會了經營管理，返鄉創業帶動了家鄉
經濟發展。三是為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培
育了一批新農民，為新型工業化儲備了一批

技能型工人。四是使農民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
「轉移就業、勤勞致富」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人生觀、價
值觀發生巨大變化，繼而影響家人、鄉親和下一代，增
強了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鞏固了安定團結政治局面。
目前，「人往城裡去、錢往農村流」的格局，已經成為
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要趨勢。
記者：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目標是什麼，

將如何進一步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

黃昌元：新疆黨委、政府已經決定，成立由新疆主席
努爾．白克力同志擔任組長，由分管就業、分管農業工

作的副主席擔任副組長的城鄉就業和職業培訓領導小
組，統籌負責全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並將2008
年確定為「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培訓年」。
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增加農

民收入，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推動科學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
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舉措。各級黨
委、政府和各有關部門要緊緊圍繞農民增收這個核心，
大力推進農業富餘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就業，
促進農民收入不斷增長。
今後3-5年，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指導思想

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
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新疆黨委七屆五次全委擴大會
議精神，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形成城鄉經濟社會
發展一體化新格局要求，緊緊圍繞增加農民收入這一核
心，以南疆三地州為重點，以創建勞務輸出示範縣為抓
手，繼續加強宣傳引導，完善政策措施，夯實轉移就業
平台，大力開展轉移就業培訓和漢語培訓，精心打造勞
務品牌，堅持區內轉移與區外輸出並重，積極建立「培
訓、就業、維權」三位一體工作模式，多渠道促進農業
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
主要預期目標是：今後3-5年，圍繞每年實現農業富餘

勞動力轉移就業120萬人（次）的目標任務，在全疆特別
在南疆三地州，以農民增收為目的，以有組織、成規模

轉移就業為重點，以致富技能培訓為主要內容，按照
「實用、管用、夠用」原則，實施「一年一戶一人一技」
致富技能培訓工程，每年培訓200萬人（次）；以農村富
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為目的，以專項職業能力培訓為重
點，按照「幹什麼、學什麼」原則，全面實施「一戶一
人」轉移就業培訓工程，每年培訓100萬人（次）；按照
「一戶一技工」培訓目標，五年內對有富餘勞動力並轉移
城鎮就業的138萬農戶培養萬名技工。通過技能提升培
訓，使農村勞動力更全面、更系統地掌握一到兩門職業
技能，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打通農村勞動力從初
級、中級、高級、技師甚至高級質量的通道，把更多農
民培養成支撐新型工業化的技術工人。
因此，要實現上述目標，我們必須突出抓好十個方面

的工作：一是抓組織領導，理清思路，明確責任，突出
「八個明確」， 即明確轉移層次、培訓內容、工作責任、
培訓經費來源、轉移就業組織形式、培訓目標、培訓經
費用途、培訓規劃。二是抓有組織轉移就業，引導農業
富餘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三是抓轉移就業培訓，突出
做好四項工作，按照「致富技能培訓不離土、語言培訓
不離村、技能培訓不離鄉」的要求，切實增強農業富餘
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力。四抓宣傳引導，進一步轉變群眾
觀念，營造轉移就業良好氛圍。五抓基礎建設，搭建農
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平台，加強鄉鎮勞動保障事
務所建設，建立統一規範的人力資源市場。六是抓勞務
品牌，實施勞務輸出品牌帶動戰略。七是抓勞務輸出示
範縣創建活動，發揮典型帶動作用。八是抓「春風行
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業服
務。九是抓信息網絡建設，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
用工需求信息服務。十是抓農民工權益保障，構建和諧
穩定勞動關係。
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大好形勢前所未有，

一定要倍加珍惜；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一定要切
實抓住；面對的艱巨挑戰前所未有，一定要有效應對；
肩負的繁重任務前所未有，一定要埋頭苦幹。我們要在
新疆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
神，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求實奮進，開拓創新，紮實
工作，努力開創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新局面，
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我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客觀規律，

也是農村勞動力追求更高效益和更好發展機會的內在要求，既增加了農民收入，又為

城鄉發展注入了活力，成為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發達地區帶動落後地區的

有效形式。尤其隨 新疆新型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第三產業將迅速發展，傳統服

務業和現代服務業領域都將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從而為農業富餘勞動力就近就地轉

移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近年來，新疆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顯著成績。因此，正值全國「兩會」召開期間，記者專門採訪了新疆政協常務副

主席、新疆城鄉就業和職業培訓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黃昌元。

本報駐新疆記者應江洪

■新疆疏附縣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為即將外出的務工青年
舉行歡送大會。

■新疆民族歌舞勞務展示。

■少數民族青年農民正在接受技能培訓。

■即將外出的農民正在接受漢語培訓。

■即將踏上征途的少數民族務工青年非常高興。

■新疆政協常務副主席、新疆城鄉就業和職業培訓領導小組常務副
組長黃昌元在南疆三地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現場經驗交流會
上提出「要大力開展職業培訓，漢語培訓不離村，技能培訓不離
鄉，實用技術培訓不離土」。

——訪新疆政協常務副主席、新疆城鄉就業和職業培訓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黃昌元

努力開創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新局面

新疆獲得的13個
全國勞務品牌

新疆民族編織（絲毯編織工）

新疆民族編織（于田刺繡工）

新疆民族編織（地毯編織工）

新疆民族編織（艾迪萊斯綢編織工）

新疆民族餐飲（清真烹飪廚師及燒 烤工）

巴里坤搬運工

疏附勞務

伽師勞務

墨玉勞務

于田勞務

新疆民族歌舞

民族樂品製作工

小刀製作工

■新疆政協常務副主席、新疆城鄉就業和職業培訓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黃
昌元在喀什視察技能培訓基地。

■為加快南疆三地州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新疆在喀什召開了
南疆三地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現場經驗交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