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天活动中， 德胜街道工
委书记孙广俊传达了中央以及
市、 区扶贫精神和德胜街道与乃
林镇的帮扶关系， 双方进行多次
沟通和访问， 初步形成了多个帮
扶项目。 他表示开展此次活动希
望地区居民能直接获得原产地的
优质绿色农产品， 同时也帮助乃
林镇贫困户早日脱贫， 奔向幸福
生活。

德胜总工会主席陈洪祥表
示， 德胜总工会为大力支持此次
活动 ， 将在年内购买杂粮一千
箱 ， 小米一千箱 。 在活动结束
后， 也将进一步和乃林镇共同规
划长期合作事务。

乃林镇镇委副书记王国一介
绍了乃林镇的基本情况和特色农
副产品， 他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 将乃林镇优质农产品集中呈
现给德胜的居民， 让大家认识乃

林镇、 了解乃林镇， 打赢脱贫攻
坚战， 走好乡村振兴路。

德胜商会企业代表也来到了
现场， 德胜商会会长张继宁告诉
记者， 德胜商会积极倡导会员企
业 用 爱 心 回 报 社 会 ， 连 续 四
年 开 展 “送温暖 、 献爱心 ” 活
动。 作为商会会员企业， 应当充
分认识到扶贫工作在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 更
加认识到自身发展与扶贫工作之
间的关联性，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要在扶贫工作中勇于担当更
多作为。

下一步， 街道将整合地区资
源、 激活社会力量， 在教育资源
共享、 两地人才培养以及基础建
设等方面与乃林镇开展更多的合
作， 用实招、 办实事、 出实效，
与乃林镇全体居民群众一起， 为
了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对接需求精准扶贫
特色大集开进京城

———德胜街道对口帮扶特色农副产品推介活动纪实
□郭祥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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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德胜街道在双秀公园举办了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推动对口帮扶特色农副产品推
介” 活动， 街道工委书记孙广俊、 总工会主席陈洪祥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喀喇沁旗乃林镇为德胜街道对口帮扶对象。 前不久， 街道工委书记孙广俊率德胜代表团赴喀
喇沁旗乃林镇精准调研， 就扶贫协作工作进行沟通对接。 本次活动就是精准对接当地需求后开展
的帮扶项目。 活动共展出13款优质原生态农副产品， 同时还有十余家企业开展志愿服务。 此次活
动是由德胜街道联合内蒙古喀喇沁旗乃林镇主办， 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 社会多方力量， 助推乃
林镇特色农副产品进京活动。

当天上午9时许， 活动还未
正式开始， 双秀公园内就聚集了
许多前来选购的居民 。 活动现
场， 来自乃林镇的藏香猪、 富硒
小米、 五彩甜玉米、 非洲雁蛋等
展销产品 ， 价格优惠 、 内容丰
富， 颇受居民青睐。 现场不少摊
位还提供试吃服务， 6家来自乃
林镇的企业负责人也在为居民讲
解、 宣传他们所带来的农副产品
的特点。

“我看介绍这个非洲雁蛋胆
固醇比较低， 而且价格也不贵，
打算买回家尝尝 。 ” 居民李女
士 提着购买到的非洲雁蛋十分
高兴。

居民刘先生正在藏香猪肉摊
位前进行咨询 ， 他告诉记者 ，
“我试吃了一下商家做好的藏香
猪肉， 感觉口感十分鲜美。 之前
在电视上也看过藏香猪的介绍，
这次藏香猪送到了家门口， 所以
打算买一斤尝尝。”

乃林镇青椒种植户告诉记
者， 乃林镇早晚温差大， 光照充
足， 适合蔬菜生长， 青椒也是乃
林镇当地的特产 ， 是绿色无污
染、 通过国家绿色认证的产品。
他希望， 乃林镇的农副产品能走
进德胜居民的餐桌上， 推动乃林
镇的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同时， 现场还进行了太极拳
和诗朗诵表演， 为农副产品展销
会吸足了人气。

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发言

果蔬传情
居民尝鲜助力帮扶

向居民发放食品安全普及书籍

活动现场

公益服务
为展销会聚集人气

当天， 在乃林镇特色农副产
品的展示同时还有旧书置换服
务， 10本书即可置换一斤来自乃
林镇的蔬菜， 置换的书籍将全部
捐给云南等地的山区学生。

马甸社区居民李女士当天正
好带着自家孙女一起来参加活
动， 她告诉记者，“我在小区宣传
栏上看见了旧书置换的活动，正
好孩子长大了， 有些课外书可以
捐掉， 带着孩子来也希望让他们
过上一个更有意义的儿童节。”她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让更多闲
置的书籍能有一个更好的去向，
能帮助到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们。

德胜食药所工作人员带来了

食品药品快速检测箱， 居民可以
现场检测蔬菜上农药残留情况。
此外， 食药所还向居民发放了食
品安全科普书籍， 向居民普及吃
得安全、 吃得放心的理念。

此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绿色
啄木鸟环保公益组织、 中国蔬菜
流通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 北京
孟氏健康理疗志愿服务中心、 北
京金板寸文化发展中心等多家公
益机构共同参与， 现场为居民提
供修脚 、 理发 、 量血压 、 测血
糖、 首饰清洗等便民服务。

“能在为贫困地区贡献一份
力量的同时， 还能享受到公益服
务， 一举两得。” 一位居民说道。

公益理发

迅速行动
确保精准扶贫到位

扶贫协作是一项复杂系统
工程， 必须着眼长远、 立足当
前， 统筹兼顾、 扎实推进， 处
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彻底
帮助受援地摆脱贫困。 从 “扶
贫” 转向 “扶智”， 从 “输血”
改为 “造血”， 都说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扶贫工作到底
应该怎么做？ 德胜街道打造出
了 “菜单式” 扶贫清单。

1、抓好精准聚焦，坚持把
资金、项目、人才向深度贫困向
建档立卡贫困户聚焦， 使贫困
人口直接受益、持续受益。

2、 强化教育医疗扶贫 ，

巩固 “组团式” 协作模式， 努
力把德胜的名家名师优质教育
理念、 资源和医疗技术用在扶
贫攻坚任务上， 让贫困群众享
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

3、 推动产业扶贫 ， 发展
农牧业 、 农副产品等特色产
业， 大幅提高产业扶贫力度

4、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把街道民族团结特色工作
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打造民族
团结工程。

5、 注重巩固脱贫成果 ，
让百姓得到看得见、 摸得着、
守得住的实惠和好处。

“菜单式”扶贫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