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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南疆三地州 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进行调研，定量分析了搬迁前后影响产业发展

的主要生计资本变化情况，分析认为搬迁安置点具备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移民搬迁后依托
产业园区、设施农业、新开发土地、特色资源等发展优势产业，结合案例总结了 6 种产业发展模式，
每种产业模式都有特色产业及发展条件。移民就业渠道少、土地流转比例低及适应新产业难成为
制约后续产业的发展主要因素，为促进后续产业的发展，根据安置地情况，为移民提供更多就业渠

道，提高搬迁移民的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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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已经由“攻坚克难

境暨人类安全中心（UNU-EHS）重新定义了环境移

期”进入到“巩固提升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经

民的概念，将其描述为由于环境压力而不得不离开

由“搬得出”向“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转变，后续

原来居住地的人类行动［8］。研究表明，收入低下是

产业发展是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实地调

贫困者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是贫困产生的根源，

查表明，通过劳工输出、专业技能培训、招商引资等

并提供了具体的能力测试尺度［9］。目前，国内学者

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可有效提高搬迁地农民的收

主要针生态移民、草原移民等后续产业发展进行了

入和生活水平 。从调研情况来看，不做科学论证，

研究，其结果显示：
（1）对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研

盲目开展搬迁、搬迁后产业选择错误等将会给当地

究，认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主要存在缺乏龙头

居民带来很大困境 。因此，在后脱贫攻坚时代将

产业、没能持久性解决农民增收［10］，且存在移民安

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作为搬迁移民工作的核心，重

置模式的不完善的问题［11］，要发展后续产业及增加

点分析不同安置方式下的产业发展模式［3］和不同模

移民的收入，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12］，建立起区域

式下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搬迁居民的满意度［4］，以

互动机制、完善利益引导机制［13］。
（2）对草原移民后

此完善后续产业发展对策［5-6］。本文基于新疆深度

续产业发展的研究，认为草原移民存在产业支撑能

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数据及以往经验，研究易地扶贫

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等方面的制约因素［14］，以及

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相关问题，对于实现搬迁移民可

后续产业发展面临饲草料地不足、饲草料种植收益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低及劳动力转移难的困境［15］。要针对不同安置模

［1］

［2］

国外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的概念有生态移民、
开发移民和环境移民等。生态移民概念于 1970 年

代提出［7］，此后得到广泛研究和发展；联合国大学环

式根据其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进行后续产业
发展［16］。
（3）对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模式的分类，主要
由高效节水型农业、城郊型农业、特色农业等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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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17］，以及特色产业发展、移民新村建设发
展及多方整合资金发展模式［18］，多数学者认为要根
据安置点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产业，并结合安置地

94.83%。

南疆三地州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集

的实际制定产业发展模式。现有的研究也主要集

中、占比高，贫困人口占全疆的一半以上。2016-

中在生态移民、草原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的探

2019 年南疆三地州完成了 15.91×104 人搬迁任务，其

讨，后续产业发展研究中鲜有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
成果，而对搬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涉及较少。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
合南疆三地州精准扶贫的产业发展政策，对搬迁安
置点后续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分类，探寻每种产业发
展模式的优劣势、制约因素及移民脱贫的效果,以期
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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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州总人口共计 7.7931×106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比

2018-2019 年易地扶贫搬迁规模较大，在 2a 内完成

了 9 个县市、78 个乡镇、848 个村、11 485 户及 48 991
人的易地搬迁，如表 1 所示。和田地区主要由和田

市、墨玉县、皮山县等 7 个深度贫困县市、71 个乡镇、

809 个村、7 741 户及 33 510 人开展了搬迁。喀什地
区 2018 年和 2019 年对叶城县 4 个乡镇 10 726 人开

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克州主要对阿克陶县的 3 个

策参考。

1

中 2016 年、2017 年完成了 11×104 人的搬迁任务，

乡镇、21 个村、1 139 户、4 755 人进行易地扶贫搬迁

研究区概况

安置。

南疆三地州包括和田地区、喀什地区与克孜勒

2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该区域位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西南端，依昆仑山而列，地域上呈集中连
片分布，土地面积约 441 000 km 。其中，和田地区
2

位于新疆最南端，南与喀喇昆仑山、藏北高原相接，
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地貌以山地和戈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案例和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19 年 10 月

份对南疆三地州 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调研，

发放问卷 190 份，调查问卷不仅涵盖了移民家庭成
员情况、家庭收入等被调查家庭的基本信息，而且

壁荒漠为主，绿洲面积约占 3.7%。喀什地区处于昆

涵盖了被调查家庭的生计资本信息，如耕地、草场、

仑山以东，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端，沙漠面积占全地

蔬菜拱棚、技能培训、参加社会组织等情况。调查

区总面积的 29.1%。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

主要采取调研员与移民访谈方式开展，同时课题组

上。南疆三地州共辖 24 个县，其中包括 8 个陆地边

每个样本安置点，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与工

北昆仑山与南天山交汇处，境内山地面积达 90%以

境县、5 个牧业、半牧业县。截止 2017 年底，南疆三

与当地发改、扶贫及建设部门多次访谈交流。针对
具，了解收集每个安置点的经济发展状况、生产活

表 1 2018—2019 年南疆三地州各县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情况
Tab.1 Settlement of relocated impoverished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 Xinjiang from 2018 to 2019
地州

县市

乡镇/个

村/个

人口/人

备注

和田地区

和田市

6

35

705

2 516

深度贫困县

13

136

1 790

7 930

深度贫困县

4 500

深度贫困县

5 689

深度贫困县

4 755

深度贫困县

墨玉县
皮山县
于田县
洛浦县
和田县
策勒县
喀什地区

叶城县

克州

阿克陶县

搬迁合计

—

资料来源：新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2
13
7

12
8
4
3

78

182
101
146
120
89
18
21

848

户数/户
1 312
997
938
520

1 479
2 605
1 139

11 485

5 949

深度贫困县

4 576

深度贫困县

2 350

深度贫困县

10 726

深度贫困县

48 991

深度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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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社区发展相关情况。所使用的参与式农村评
估方法包括社区管理者集体访谈、问卷调查定量分
析等。被调查的 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安置类

有蔬菜拱棚的农户比例由 10%提高到 90%，养殖棚
圈的比例也由 16.7%提升到 72.8%；信贷资本是移民

发展产业的主要金融资本，贷款难度有了较大下

别、移民户数、相关案例如表 2 所示。

降，搬迁后移民贷款比例由 13.2%上升到 36.8%；参

3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基础及发
展模式

业、发展产业的主要社会资本，参加合作社的比例

加合作组织、与周围居民交往情况是移民外出就
由 2.9%提升到 16.5%，搬迁后的邻居交往出现了暂
时性的减少。从影响移民产业发展的指标看出，搬

3.1 产业发展的基础分析

迁后移民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为安置点根据其

调研分析发现，搬迁后影响搬迁移民后续产业

资源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

发展的主要生计资本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表

3.2 不同搬迁安置点产业发展模式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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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文化水平、就业技能为移民发展产业的主
要人力资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变化较小，参加技能

培训的贫困户由搬迁前的 15%提高到 85%；土地是

农民发展农业的主要自然资本，搬迁后人均耕地面
积由 113.39×10 hm 提升到 126.73×10 hm ；政府在
-3

2

-3

2

3.2.1 农户+产业园+农业模式

部分安置点建设在

产业园区附近或依托安置点建设卫星工厂，移民在
产业园区或者卫星工厂从事纺织业、物流业等二三
产业，如表 4 所示。该种产业发展模式能够很好的

将产业园区、企业及搬迁农户三者有效结合，为园

安置点为移民建设了蔬菜拱棚和养殖棚圈，为移民

区企业解决用工的同时，又能帮助移民解决就业，

发展设施农业和养殖业的主要物资资本，搬迁后拥

实现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政府为鼓励产业园

表 2 样本总体情况
Tab.2 Overview of samples
安置类别

移民户数

依托县城或产业园区集中安置
依托设施农业、养殖棚圈集中安置
开发土地新建移民新村安置
依托口岸、旅游资源安置
依托门面房商业安置

案例

158 户

阿图什市松他克乡科然河安置点

851 户

克州阿克陶县丝路佳苑安置小区

201 户

喀什地区疏勒县塔尕尔其乡和罕南力克镇安置点

108 户、797 户

图什市阿湖乡阿尔赛小区安置点、阿克陶县昆仑佳苑安置点

220 户

克州乌恰县吐尔尕特口岸安置点

数据来源：2019 年 10 月调研数据

表 3 移民搬迁前后影响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Tab.3 Changes in major indicators that influe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指标

指标描述及定义

人均教育年限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技能培训

培训为 1，否则为 0

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草场面积
蔬菜拱棚情况
养殖棚圈情况
信贷资本
贷款的难度
参加合作组织
邻居交往情况

人均耕地面积（0.0 667 hm2）
家庭草场面积（0.0 667 hm ）
2

无为 0，0～333.5 ㎡为 1,333.5
～667 ㎡之间为 2,667 ㎡以上为 3
有为 1，无为 0

“在银行有无贷款”、
“有无从亲朋好友借款”2 个
指标合成
容易为 3，一般为 2，较难为 1
参加为 1，没参加为 0

多为 1，一般为 2，较多为 3

资料来源：2019 年 10 月调研数据整理

搬迁前均值

标准差

搬迁后均值

标准差

5.212

3.561

5.212

3.561

1.7

2.861

1.9

2.935

0.15

1 321
0.1

0.358
452.436
0.05

0.85

1 321

0.919

0.358
452.436
0.296

0.167

0.373

0.728

0.435

1.64

0.365

2.35

0.701

2.7

1.58

1.48

0.461

0.132
0.029

0.031
0.171

0.368
0.165

0.332
0.377

ChinaXiv合作期刊

表 4 南疆三地州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常见模式
Tab.4 Common patterns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relocation of impoverished residents of Xingjiang
后续产业发展模式

适合产业类型
一二三产业

农户+产业园+农业

第一、二、三产业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第一、三产业

能人/大户+基地+农户

第一产业

农户+特色资源+创业

第三产业

土地开发+农户+特色农业

第一、二产业

设施农业+基地+养殖业

第一、二、三产业

适应搬迁模式

具体产业类型
纺织服装业、农产品加工、物流业、电子产品组
装、小规模设施农业。
牛羊牲畜合作社、设施农业合作社、
家禽合作社、民族工艺品合作社。
牲畜饲草料、特色林果业、沙棘、中药材及蔬菜
产业。
农家乐、牧家乐、少数民族文化展示、乡村、民宿、
口岸旅游、少数民族工艺品出售、新疆特产销售。
饲草料、特色林果业、沙棘及中药材产业，以及特
色农产品加工。
有机蔬菜、牛羊牲畜、家禽等产业，餐饮、商品服
务业及外出务工。

依托县城或者产业园区集中
安置。
依托城镇、中心村、设施农业
集中安置。
依托县城、乡镇或新建移民新
村安置。
依托口岸、旅游景区安置，
以
及其他安置点的门面房安置。
依托水草资源开发土地，
新建
移民新村。
依托原设施农业安置，
或新建
设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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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2019 年 10 月调研资料整理

区吸引更多移民就业，按照每人 5 000 元的标准给

3.2.3 能人/大户+基地+农户模式

予新增就业补贴，并按照企业从金融机构实际贷款

扶贫搬迁政策，为移民保留迁出地耕地、草场等生

金额给予 2% ~ 4%财政贴息。克州阿图什市松他克

产资料的承包权。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移民能够

按照新疆易地

乡科然河大巴扎新建农贸市场进行安置，搬迁移民

把其他农户的土地流转下来自己耕种，也可由外来

进入农贸市场从事物流、保洁等服务，每月人均新

种粮大户、能人或农业公司流转土地，实施农业的

增收入达到 2 200 元以上。为增加移民的收入途

产业化经营，解放劳动力，促进移民向二三产业转

径，有条件的安置点为移民建设蔬菜拱棚，实现一

移。通过土地流转及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土地也不

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喀什巴楚县依托现代产业

再种植传统粮食作物，有能人或大户种植经济效益

园建设安置点，并在安置点附近为移民规划建设牲

更好的特色林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移民则可以帮

畜棚圈、蔬菜大棚，并利用屋顶建设鸽子养殖设施，

助能人或农业公司管理土地。另外，实施农业产业

人均每月综合收入超过 2 900 元。

化也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如果移民能够签

3.2.2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移民安置后有

订较长的土地流转合同，土地规模又比较大，能够

了产业发展的物资资本，但移民普遍缺乏发展产业

提高农业公司或者种粮大户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的资金和技术，尤其是面临农牧产品销售渠道少、

为鼓励移民开展土地流转，新疆自治区对扶贫龙头

销售难的问题。通过“农户+基地+合作社”模式整

企业或种植大户年度新增项目贷款按年利率 3%的

合移民在安置点的生计资源，以合作社为主导扩大

标准给予财政贴息。

移民种养殖规模，实现标准化种养殖及产品的统一

3.2.4 农户+特色资源+创业模式

销售。该模式受迁入地限制较少，不论在县城、集

依托旅游景区、口岸、门面房特色资源发展生产，利

镇安置还是新建移民新村安置，都能采取合作社产

用景区或者口岸的资源和优势自主创业，发展第三

业发展模式，且该模式能够整合移民的资源，解决

产业。该模式能够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生计优势，为

移民缺乏生产技术及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也有利于

移民提供生计新途径，尤其能发挥少数民族在民族

在安置点开展标准化种养殖。为鼓励移民开展标

餐饮、工艺品加工等方面的特长。为鼓励移民在安

准化合作养殖，政府按照牛羊出栏数给予养殖场 8×

该种模式主要是

置点创业，根据创业带动贫困户的规模，政府给予

10 ~15×10 元不等的补贴。克州阿克陶县丝路佳苑

致富带头人不超过 1×105 元的创业贷款担保，并按

小区，移民以牛羊入股的形式加入养殖合作社，在

州乌恰县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在吐尔尕特

养殖小区内科学养殖，由企业统一收购牲畜。

口岸，当地搬迁户主要利用口岸的基础设施、交通、

5

4

安置点由政府统一新建 4 个 4 000 ㎡的标准化养殖

照创业担保贷款相关规定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克

ChinaXiv合作期刊
谢大伟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模式及制约因素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物流等优势资源进行微创业，在口岸开设小商店、
小作坊、小饭店、特色手工业及小修理厂，或从事物
流运输服务等。另外，安置小区门面房只能出售或
者出租给移民，租售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格。在克
州阿克陶县丝路佳苑小区为移民提供门面房 86 间，

边员、护草员及保安、协警等公益性岗位，年收入 2×
104 ~ 3×104 元。

4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的制约因
素分析

利用门面房开餐馆、商店及民族工艺品生产等，每
间商铺每月增收 1 500 元。

4.1 移民就业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
部分安置点

通过产业园模式安置的移民，在产业园区没有

通过水草开发为移民提供土地，安置土地将作为移

足够数量就业岗位时，安置地政府在安置点建设卫

民发展产业的基础。一些安置点直接将土地分给

星工厂为移民解决就业，但卫星工厂存在规模小、

3.2.5 农户+土地开发+特色农业模式

移民由其自主经营，也有安置点将土地直接流转给

chinaXiv:202101.00005v1

大型农业公司经营，移民享受土地流转收益，移民

发展层次低、吸纳劳动力有限的问题，如表 5 所示。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移民在开展技能培训后，

到农业公司务工增加收入，仍然不脱离第一产业。

部分到园区解决了就业，部分通过政府购买劳务解

不论是移民自己种植还是由农业公司经营，土地都

决了就业，该部分移民脱离了贫困，然而，在个别安

不再种植传统农作物，主要发展中药材、饲草料、林

置点仍存在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转移难的问题，

果业等特色农牧业。政府在移民安置初期为其提

少数移民在产业园区或卫星工厂找到了就业方向，

供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了搬迁移民的生计有效

但部分人仍然没有找到新的就业方向，如果长期不

续接，不会出现移民在安置初期陷入生活无保障的

能解决就业，该部分移民在安置点可能会陷入新的

困境。克州阿克陶县丝路佳苑安置小区开发 1 667

生计困境。依托新开发土地安置的移民，因新开发

hm2 盐碱地，667 hm2 饲草料基地、400 hm2 林果基地、

土地一般离城镇较远，移民在安置点获取的就业信

路佳苑安置点对 666.67 hm 土地进行了流转，移民

数民族群众思维、语言、习惯等阻碍劳动力转移，限

333 hm 设施农业基地、120 hm 牲畜养殖基地。丝

息及市场信息相应不足，就业的机会也就较少，少

按 照 流 转 亩 数 ，每 年 户 均 领 取 3 000 元 左 右 的 流

制了移民外出就业的途径，部分移民可能在安置点

3.2.6 农户+设施农业+基地+养殖业模式

4.2 移民开展土地经营的主要制约因素

2

2

2

转金。

依托安

沉淀。

置地已有农业设施或新建蔬菜拱棚安置是南疆三

土地安置需要具备开发耕地的条件，并且要有

地州易地扶贫搬迁最常见的扶贫方式，同时在安置

一定规模的土地，如果不能在安置点为移民提供一

地建设养殖棚圈，通过蔬菜拱棚和牲畜养殖增加移

定数量的土地，移民因需要管理农作物又不能进城

民收入，将设施农业及养殖业作为移民的主要收入

务工，在土地的收益又不足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来源。该种模式是将设施农业与养殖业、移民就业

特别是新开发土地质量差、流转困难的情况下，移

结合的综合产业发展模式，为移民发展设施农业及

民将会面临种植土地还是外出务工两难困境，部分

创业就业提供了条件。在安置初期移民主要依靠

移民可能回迁甚至再次陷入贫困。费孝通说：
“从

种植业和养殖业，在移民获得较好的就业技能及就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地的基本意

业信息后，逐渐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其收入来源也

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

逐渐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由于搬迁人口

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而且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

数量多，不能确保所有移民都能分到蔬菜拱棚，通

［19］
分不开”
。由于移民对土地较深的情怀，移民土

过技能培训为年轻移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

地流转热情不高，90%以上的移民迁出地耕地仍然

“产业+就业”双保险。阿图什市阿尔赛小区搬迁安

都是自己在种植，而且多数农户种植面积不超过

置点一共搬迁安置农户 108 户，建设 94 座设施农业

333.35×10-3 hm2，碎片化严重，制约了农业的产业化

和养殖棚圈，未分到的移民依靠劳务输出及政府购

远，不便于土地的管理，农户只能种植一些技术含

买劳务维持生计，政府购买劳务主要是护林员、护

量低、易于管理、收益较低的小麦、玉米及饲草料。

大棚，98 座牛羊圈，多数搬迁户都能分到蔬菜拱棚

及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一些迁出地与安置房较

ChinaXiv合作期刊

表 5 不同产业模式的优势、发展条件及制约因素
Tab.5 Advantages,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models
后续产业发展模式
农户+产业园+农业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能人/大户+基地+农户
农户+特色资源+创业

chinaXiv:202101.00005v1

土地开发+农户+特色农业

优势分析
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②就近就业，方便生活
①养殖基地标准化养殖
②产品统一销售
①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②移民向二三产业转移
①利用景区等特色资源
②能发挥移民技术优势
①提供了生产的基础
②有利于农业产业化

设施农业+基地+养殖业+农户 ①提供拱棚和棚圈
②发展现代农业
③产业发展和就业结合

产业发展条件
①必须有产业园区
②需要少量的耕地

①种养殖大户带动
②一定数量成员基础
①迁出地有耕地
②安置点分到土地
①需要特色资源
②有相应的技术

①具备开发耕地条件
②有一定规模土地

制约发展的因素
就业岗位不足，制约移民向二三产业的
转移
缺乏行业带头人、合作层次低，以及缺乏
种养殖技术
土地流转难、流转比例低，影响农业科技
推广
缺乏经商理念及创业技术，产业较窄，
同
质化竞争
就业信息及土地数量少或者土地质量差

①需要一定数量土地
移民缺乏产业发展技术，产业发展困难，
②产业发展依托蔬菜拱棚和养 收益较低
殖棚圈

因耕地少、缺乏农机设备以及疏于管理，土地收益

设施农业、新开发土地、特色资源等制定产业发展

普遍不高，影响了移民的脱贫增收。

策略。本文结合案例总结了南疆三地州的 6 种产业

4.3 移民适应新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依靠设施农业和土地开发安置的农户虽然仍

发展模式，每种产业模式都有其相应的特色产业及
发展条件。

从事第一产业，但是在安置点从事的第一产业有别

（2）搬迁安置点主要围绕设施农业、工业园区、

与传统第一产业，搬迁之前移民的耕地主要种植粮

景区等特色资源发展生产，制定其相应的产业发展

食作物，种植技术含量低、管理难度小，而在安置点

模式，且每种产业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发展条件及

发展的主要是设施农业及现代畜牧业，有较高的技

制约因素，产业发展中要着重了解其制约因素。依

术要求，移民面对新型产业发展，在技术和市场信

托产业园区安置必须有产业园区或卫星工厂，该模

息上都有诸多的不适应，有少数移民因缺乏发展产

式主要面临就业岗位数量少、岗位不足的问题，能

业的技术，只能放弃或中断产业发展。另外，安置

任/大户模式需要提供一定数量土地，主要是缺少行

地的合作社一般需要由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带

业带头人，合作层次低，依托设施农业安置主要存

动，目前南疆三地州种养殖大户及龙头企业数量普

在设施农业数量不足及移民缺少适应新产业的相

遍较少，缺乏行业带头人，合作社的层次仍然比较

应技能，依托新开发土地安置需要具备水土开发的

低，且合作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尤其是受传

条件，主要存在土地数量少、土地流转比例低、就业

统思想及熟人社会的影响，移民思想上接受与陌生

信息少的难题。

人的合作、适应环境的能力仍然不强。

5

结 论

6

启 示
（1）选择产业必选结合当地的实际，重点考虑

（1）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法对南疆三地州易地

其制约因素。在后续产业发展的模式的选择中，要

扶贫搬迁开展研究，研究发现搬迁后移民的自然资

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气候、已有产业基础以及市场

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有所增加，社

特点，在搬迁安置地着重培育形成精品农业、绿色

会资本出现了减少，总体来看，南疆三地州易地扶

有机农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同

贫搬迁移民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发展条件和基础。

时，要着重考虑产业发展的优势、制约条件，如依靠

移民搬迁后主要由县城、小城镇及新建移民新村安

产业园区发展产业的安置点要防止就业岗位不足

置几种模式，其后续产业发展主要依托产业园区、

造成移民在安置点的沉淀，有土安置防止安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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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较少、生计资本不足以维持移民生计的问题。
（2）在产业发展中一定要注重产业发展的技能
培训。缺乏技术成为制约不同产业模式的最主要
因素，因此，应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加大技能培训，产
业园区移民主要开展产业工人的技能培训，发展设
施农业和现代养殖业要加大种养殖技术培训，移民
经商更是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政府必须给予更多
的技能帮扶和指导，在南疆三地州的产业扶贫中要
注重从物质帮扶向技术帮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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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ial development modes and restraining factors of severe poverty
region after resident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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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seven settlement sites for relocated impoverished residents in Kashgar, Kizil⁃
su Kirghiz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Khotan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made on livelihood capital changes in migrant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migrant livelihood

capitals, which include natural, human, and material capital, increased after relocation, whereas social capital de⁃
creased. Overall, relocated migrants in three prefectures in south Xinjiang acquired certain conditions and a basi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fter relocation they developed competitive industries, relying on industrial parks, agri⁃
culture faci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and and featured resources. Based on the cases, the analysis conclud⁃
ed six mod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ach of involved one or two leading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advantag⁃
es,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different mod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ettlement sites is mainly constrained by limi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migrants and a lack of enthusiasm among migrants for land transfer. It is thus concluded that, to enable subsequ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fter relocation,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local competitive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of settlement sites and determine appropriate mod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stantly improve migrant working skills,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migrants to prevent accumula⁃
tion of migrants at settlement sites due to a lack of jobs and wor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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