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助受援地170万人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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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消除贫困，实现小康，是中华民族千年的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北
京市累计向各受援地投入财政资金189.63亿元， 实施各类援助项目
2650项，派出优秀干部人才1442人次，在京培训受援地干部人才454期
16640人，动员社会力量捐款捐物4亿元，累计助推受援地170万人脱贫。

目前， 北京支援合作工作包括对口支援、 对口帮扶、 对口协作、
对口合作和区域合作五大领域， 支援帮扶协作地区涵盖全国7个省区
共78个县级地区； 对口合作及区域合作地区包括9个省市。 对口支援
地区： 西藏拉萨市， 资金支援西藏昌都市； 新疆和田市、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四师； 青海玉树州； 湖北三峡库区巴东县。 对口帮扶地
区：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赤峰市、 通辽； 河北张家口、 承德、 保定。
对口协作地区： 河南、 湖北两省南水北调水源区。 对口合作地区： 辽
宁省沈阳市。 区域合作地区： 与我市签订合作协议的内蒙古、 山西、
河南、 湖北、 江西、 陕西、 宁夏、 四川省什邡市。 北京支援合作地区
可谓点多、 面广、 线长， 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专题【关注】

———北京市助力受援地区脱贫攻坚综述

加大投入聚焦民生改善

北京对口支援的多是 “老 、
少、 边、 穷” 地区， 在对口支援
和经济合作所涉及的78个县和沈
阳市中， 72个是国家级或省级贫
困县， 贫困人口有近200万， 特
别是新疆和田1市3县、 西藏拉萨
2区2县、 青海玉树1市5县等都属
于国家确定的 “三区三州” 重点
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任务重、 难
点多、 要求高。

十八大以来， 北京市持续加
大投入， 在 “十三五” 计划安排
213.5亿元的基础上 ， 追加资金
10亿元， 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扶贫
工作。 在工作中突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 把财政援助资金的
80%以上向基层倾斜、 向民生倾
斜、 向贫困地区倾斜， 助推受援
地170万人脱贫。

北京指导援建的西藏拉萨天
然气采暖工程， 被当地群众誉为
“暖心工程”。 青海玉树120个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高质量圆满完
工， 新建了结古地区供水、 排水
市政管网200多公里， 惠及15万
多人， 新建玉树农牧民住房2900
余套 ， 改善了1.3万人的住房条
件。 在新疆和田， 新建改扩建4
个城镇水厂， 实施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 近30万人喝上放心水； 全
面完成了 15.69万户安居富民 、
定居兴牧任务， 新建城市棚户区
改造住房39.06万平方米 ， 80余
万人住房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在内蒙古， 先后启动20个整村推
进项目， 改善了16万多贫困人口
的生产生活条件。 北京额外援助
1亿元支持湖北巴东1200余户居
民黄土坡整体避险搬迁。

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

北京市帮扶的深度脱贫地
区， 既有边疆地区、 地震受灾地
区， 又有移民地区、 环京周边贫
困地区。 针对不同地区脱贫攻坚
的特点， 结合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
家战略， 北京市科学谋划好深度
贫困地区产业扶持项目， 真正让
贫困人口受益， 切实增强项目建
设对脱贫攻坚的精准支持， 最大
程度地惠及贫困群众。

在产业带动上， 北京市支持
各受援地区推进产业园 、 工业
园、 科技园、 文化园、 农业园等

园区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
战略支撑产业， 扶持旅游文化、
民族医药等主导产业， 带动当地
贫困人口就地增收脱贫 。 德青
源、 碧水源、 宁算科技等北京60
多家企业在拉萨投资300多亿元 ,
通过产业、 就业等有效带动农牧
民贫困人口脱贫。 支持和田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 、 标准化厂房建
设， 引入北京燃气、 华威电厂等
50多家企业落户和田， 完成投资
36亿元， 为当地提供8万个就业
机会； 和田17万亩戈壁沙漠变成
绿洲， 洛浦北京农业科技示范园
得到国务院领导充分肯定。 援建
玉树囊谦县游客到访接待服务中
心， 扶持玉树龙头企业发展、 农
牧业合作社培育， 从基层解决农
牧民就业增收问题。

北京深入开展 “携手奔小康
行动 ” 和 “万企帮万村行动 ”，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充分发挥北
京的市场优势引导深度贫困地区
农副产品进京销售， 支持北京企
业到深度贫困地区投资兴业、 吸
纳就业、 捐资助贫， 精准带动贫
困人口就地增收脱贫。 每年在京
举办对口支援地区特色产品展销
会， 河北、 拉萨、 新疆等8个省
（自治区 ） 17个地区35个贫困县
的企业参展， 参展产品达1000多
种， 拓展了受援地贫困县农副产
品等进京渠道。 扶持拉萨净土健
康产业、 奶牛养殖基地等项目建
设， 在京设立10多家拉萨净土产
品展示厅， 利用京东电商平台，
举办北京拉萨商品大集， 带动农
牧民精准脱贫。 支持湖北巴东畜
牧业、 养殖业发展， 支持水源区
名特优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 引
导北京企业到当地投资兴业， 中
关村、 北控水务、 北排集团、 首
创集团、 北京碧水源、 北京光彩
产业公司等落户当地。 “品质赤
峰” 平台展销400多种特色有机
农畜产品 ， 京能集团 、 二商集
团、 北京凯达恒业等一批企业落
户乌兰察布， 促进农牧民就近就
业和增收脱贫。 引导北京时尚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光纺织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佳华泰科技有
限公司在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共
同投资新疆京和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2016年5月动工兴建， 8月投
产生产， 截至今年8月， 累计完
成销售收入2.5亿元 ， 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发挥优势开展全面帮扶

北京市坚持把扶贫与扶智 、
扶志结合起来， 充分调动当地贫
困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 北京充分发挥优势， 加大教
育、医疗、科技、文化、智力等方面
的帮扶力度， 注重培育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
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带动贫困
地区人民群众依靠辛勤劳动脱贫
致富。

在教育支援方面， 北京市支
持受援地新建、 改扩建近100所
中小学、 职业技术学校， 改善中
小学校硬件设施条件； 每年选派
100多名优秀骨干教师赴受援地
支教， 培训受援地双语教师、 骨
干教师和中小学校长10000多人
次， 促进了受援地教育水平快速
提升。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高考上
线率达到100%,和田地区墨玉县
与和田县北京高级中学高考录取
率达到80%。 北京出资2.5亿元援
建的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 派出
“成建制” 教师管理团队， 短短
两年 ， 高考上线率跃居全区前
列。 “成建制” 教育援藏模式得
到中央领导肯定并在全区推广。
首都师范大学设置独立的 “京疆
学院”， 培养新疆学生， 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在医疗支援方面， 北京市开
展组团式医疗援助， 新建改扩建
20多所地县 （市） 级医院， 改造
40多所乡镇卫生院供暖设施， 拉
萨市人民医院及和田地区人民医
院跃升为三甲医院。 每年精心选
派医疗专家， 填补了当地大量医
疗空白， 惠及上百万群众。 在内
蒙古乌兰察布实施 “医疗健康精
准扶贫工程” ,协助完成13.7万人
员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免费健康
体检全覆盖工作。 同时， 通过开
展 “一对一” 结对帮扶、 疑难病
远程会诊等措施， 不断提升受援
地市县两级人民医院的诊疗水
平。 大力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级
卫生室的达标建设， 积极开展白
内障复明工程、 贫困家庭儿童唇
腭裂、 先天性心脏病赴京免费救
治等医疗品牌活动， 使50万基层
群众直接受益。

文化支援方面， 在加强硬件
建设的同时， 注重提升受援地文
化软实力。 拉萨文体中心、 牦牛
博物馆以及和田文化中心等重大
基础设施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填

补了当地没有大型文体场所的空
白， 带动了2000多名当地群众增
收 。 大型实景剧 《文成公主 》，
吸纳600多名参与演出， 成为当
地文化旅游新亮点， 德吉罗布儿
童乐园的建成， 使拉萨的儿童享
受到丰富多彩的游乐生活； 大型
纪录片 《走进和田》 获全国 “五
个一” 工程奖， 原创歌剧 《冰山
上的来客》 在新疆及援疆省市巡
回演出， 促进了文化交流， 传播
了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干部人才聚力脱贫攻坚

北京市按照 “好中选优、 优
中配强” 的选拔标准， 派出一批
又一批素质好 、 学历高 、 能力
强、 作风硬的优秀干部奔赴受援
一线开展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 十八大以来， 北京市向各受
援地选派了1442人次援建干部和
专业人才， 深度参与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工作， 从更新思想观念、
创新思路举措、 组织项目开发，
到乡村治理、 公共服务、 农民脱
贫等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市对口支援地区自然条
件艰苦 ， 有的高寒缺氧 ， 氧气
瓶、 安眠药、 救心丸成为援建干
部形影不离的伙伴； 有的常年沙
尘弥漫， 恶劣气候时刻威胁着援
建干部的健康……面对重重困
难， 北京援建干部没有退缩， 他
们将险恶的环境当作一种磨砺，
在工作岗位上牢记首都责任， 展
现首善风采， 发扬首创精神， 捧
出一颗心， 用情用力服务当地群
众。 有的长期不能尽孝， 连父母
去世， 也没有在最后弥留之际看
上老人一眼 。 有的孩子刚刚出
生， 就踏上对口支援的征程。 有
的夫妻双双两届援藏， 用行动诠
释了 “天下没有远方、 人间都是
故乡” 的家国情怀； 有的先后四
次主动援疆， 持续不断地把北京
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和田， 被当
地学生亲切地称为 “北京妈妈”；
有的在艰苦条件下， 长期带病坚
守岗位 ， 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
命； 有的利用自身专长， 帮助当
地公安建设DNA数据库 ， 助推
当地破获疑难刑事案件30余起，
被当地群众誉为 “昆仑山下绽放
的警花”。 他们的执着坚守、 辛
勤奉献， 在受援地谱写了一曲曲
动人的乐章， 带领一批又一批的
贫困农牧民脱离贫困奔向小康。

北京援建干部们舍小家、 为

大家， 用行动诠释了新时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 他们砥砺前
行， 不辱使命， 捧出真情真意为
当地人民群众全力服务， 为受援
地带去先进的理念和经验， 带去
资金、 项目和技术， 带去首都人
民的温暖与关怀。 他们当中先后
有1000多人次受到全国 、 北京
市、 受援地省区的表彰， 北京援
疆前指智力支援部、 规划发展部
先后获得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 ” 和 “全国扶贫先进集
体” 荣誉称号， 援藏干部胡巧立
被评为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
人、 援青干部王长远被评为北京
市优秀共产党员、 援疆老师薛献
军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北京的首善支援， 多次得到
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各受援地
党委政府、 广大群众也深深感谢
北京援建工作， 在海拔4600米的
青海红土山垭口， 藏族同胞用石
头绣出巨幅 “感恩祖国、 感谢北
京” 大字， 由衷地表达藏族群众
内心的谢意。

交往交融促进民族团结

北京市始终围绕 “加强交
往、 加深交流、 促进交融” 这条
主线积极与受援地开展促进民族
团结活动。 北京市社会各界， 每
年组织上千批次到对口支援地
区， 开展公益、 捐赠、 慰问、 交
流、 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北
京市16个区与受援地区 50个县
（市、 区、 旗） 建立了结对帮扶
关系， 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 围
绕精准扶贫， 开展形式多样的援
助活动。 16个区的主要领导赴受
援地区主动对接 ， 签订帮扶协
议 ， 积极推动辖区内医院 、 学
校、 街乡之间开展结对帮扶。

每年围绕 “民族一家亲” 主
题精心开展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北
京夏令营、 宗教人士赴京交流学
习、 56个民族拉萨行、 CBA拉萨
行、 科学家拉萨行和老战士、 老
干部北京行， 开展新疆少数民族
学生与汉族学生结对子。 组织河
南、 湖北水源区群众代表赴京参
观考察学习， 筑牢共饮一江水的
深厚情谊。 首都艺术家和文艺工
作者连续7年赴西藏、 新疆、 青
海、 内蒙古、 巴东、 南水北调水
源地开展文艺汇演、 书画笔会等
活动， 架起受援双方交流沟通、
联系发展的桥梁， 增进了受援地
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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