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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养鹅、 种植、 建工业园……
近年来 ， 北京在援疆脱贫攻坚
中， 因地制宜发展出多种产业扶
贫模式， 助力当地百姓脱贫奔小
康。 在几天内， 本报记者陆续走
访了生态养殖基地、 工业园区、
生产车间等。

养殖业模式：
一只鹅带来脱贫希望

一只鹅， 就能带来脱贫的希
望。 1月5日， 记者走进新疆和田
地区洛浦县多鲁乡色日克村北京
援建的生态养殖基地， 一群鹅正
“引吭高歌”。 记者发现， 北京的
援疆扶贫工作已经深入到村里。

“靠着养鹅、 种植核桃、 打
工 ， 我家一年可收入3万多元 ，
2017年我家就脱贫了。” 色日克
村村民阿布卡提·萨迪尔一家5口
人， 家庭曾经的致贫原因是父亲
得了重病。

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阿巴拜古
力·买买提说： “鹅苗是免费发
放的 ， 一次给50只 ， 一年给两
次。 每只鹅两个月就能养大， 北
京援疆建设的生态养殖基地每只
按照30元收， 这样贫困户一年就
可以增收3000元。”

据 了 解 ， 该 村 共 有 312户
1416人 ， 其中贫困户 132户 615
人。 北京援疆资金投入123.89万
元， 改造原有鹅舍4栋， 改造育
雏室1栋， 新建办公室1间， 修建

水域960平方米 ， 室外绿化2000
平方米， 购置生态鹅饮水喂食、
育雏、 消毒通风等相关设备。

种植业模式：
昆仑山下准备种植药材

“这里的土壤环境好， 能够
种出原生态的药材， 我们计划在
这里种植药材。” 时珍堂董事长
周海彬告诉记者， 时珍堂2004年
在北京对口支援的恩施巴东县就
发展过种植业， 很多人跟着种药
材脱贫。 在和田， 时珍堂成立了
新疆京和通药业有限公司， 目前
已经在墨玉县选了300亩地盖厂
房， 打算在和田县朗如乡发展药
材种植， 3年计划发展到10万亩，
打算带动2万户10万人脱贫。

朗如乡是和田县的一个边境
乡 ， 有2.4万平方公里 ， 三分之
二是无人区， 目前尚有1000多户
贫困户。 在朗如乡艾古赛村对面
的万卷崖附近， 北京援疆企业还
计划种植3000亩桃花， 发展观光
旅游业。 1月6日， 记者探访时，
推土机正平整地面。

工业园模式：
车间建到家门口

“感谢北京给我们的支援，
家门口建设了车间， 我就到这里
来上班了。 上班后， 靠着工资收
入， 我家不仅脱贫了， 还盖了新

房。” 阿不来提·阿布都说。
1月7日， 记者走进新疆和田

市 北 京 工 业 园 区 探 访 产 业 扶
贫现状。 来自北京的和田秋实昆
仑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4
月1日开工建设 ，2016年9月20日
开始试生产。 该公司总经理刘长
利告诉记者， 现有员工275人，其
中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员120人，
月工资三四千元。 “只要贫困户到
厂里上班，立即就脱贫了。 ”

走进和田市伊里其乡阿热肖
拉克扶贫车间， 员工们正忙碌着
生产米粉。 “车间有24名员工 ，
大多数是贫困户。 我们每天教他
们学汉语， 贫困户月收入1800元
到4000元不等。” 公司法人代表
阿迪力江·白克尔说。

同样 ， 在洛浦县北京工业
园， 北京支持当地工业园区和标
准化厂房建设， 园区已有发饰企
业入驻， 促进了贫困户就业。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发展二产成主渠道

记者了解到，2018年，北京援
疆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促进贫困
群众增收。 北京援疆将发展二产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吸
纳就业促进增收脱贫的主渠道，
支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和基础
设施建设。 投入资金9.5亿元，建
设标准化厂房43万平方米。 北京
援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不断扩
大劳动力就业， 已落地劳动力密
集型企业80家， 协议投资96.7亿
元，吸纳就业2万余人。

着眼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 北京援疆在贫困乡村设置
保洁、 保安、 护林、 护路等公益
性岗位， 直接带动千余名贫困群
众脱贫增收。 此外， 还设立贫困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专项资
金， 对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和经纪
人进行奖励、 补贴和表彰， 推动
5万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疆内外
转移就业。

昨天，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
工委、 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召开
“走好改革路 奋进新时代 ” 北
京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
列发布会———首都基层政权和
城乡社区治理新发展新闻发布
会 。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 、
市民政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
李红兵介绍， 改革开放40年来，
北京大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 不断完善法规体系， 加强
治理力量， 改进治理方式， 取
得多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3177个城市社区建立
议事厅

为打破过去社区建设都由
“政府说了算” 的固有模式， 使
居民 “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
北京市推进实施 《关于加强城
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 按照
民事民议 、 民事民决的方式 ，
普遍设立 “社区议事厅”， 让居
民通过议事协商的方式实现自
我管理、 自我服务， 使社区居
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
进一步强化居民自治。 截至目
前， 全市3177个城市社区全部
建立议事厅，农村社区覆盖率超
过了70%，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提供了议事和参与平台。

2009年以前，全市社区办公
和服务用房350平方米达标率不
足20%，成为困扰全市社区治理
的“瓶颈”问题。 2009年，全市启
动了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
的社区用房规范化建设试点工
作，通过新建、改扩建、购买、租
赁和锅炉房改造、利用人防设施
等多种方式，分三批支持1022个
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规范化建
设项目。各区也加大统筹和建设
力度。 目前，全市3000多个城市
社区基本实现办公和服务用房
350平方米建设标准。

社区工作者年人均应
发工资达到10万元

近年来，通过实施“大学生
社工计划”、培育社工事务所、购
买社工岗位、落实“万名社区工
作者培训计划”等措施，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
优化， 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幅提
升，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全市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6万多
人，取得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

人员达2.7万余人， 持证人数占
全国总人数的8.2%， 居全国前
列。 目前，全市3.5万名社区工作
者中，平均年龄39.3岁，90%以上
达到大专以上学历。

北京市先后五次大规模提
高社区工作者工资待遇水平 ，
并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社
区工作者工资待遇的实施办法
（2018年修订）》， 明确从2018年
1月1日起， 北京市社区工作者
工资总体待遇平均水平由不低
于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70%提
高到100%。 调整后， 社区工作
者年人均应发工资达到10万元，
月人均应发工资增长约3000元。
另外， 北京市同步印发 《北京
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 从职
业定位、 发展空间、 权益保障
等方面完善制度。

实名注册志愿者数突
破426.7万

北京市着力完善志愿者管
理和服务制度， 制定实施 《关
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
实施意见》， 试点开展 “时间转
赠 ” 等激励回馈机制 ， 建立
“志愿服务时间转赠” 机制， 推
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 规范化 。
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数突破
426.7万， 注册志愿者团体7.4万
多个， 志愿服务工时累计3亿多
小时 。 另外 ， 69.2万名在职党
员和79995名团员青年回社区报
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 开展了
一些有特色、 有实效、 反响好
的志愿服务项目活动。

社区盖章证明事项减
少至4项

北京市2016年印发了 《关
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
意见》， 对原有的322项社区工
作事项进行归类、 合并、 梳理，
列出了依法履职、 依法协助履
职和各类取消项目等5份工作清
单。 其中， 社区依法履职事项
23类， 依法协助工作事项28类，
日常出具证明事项15项， 取消
社区评比达标项目25项， 取消
社区工作机构27个。 目前， 已
经起草完成 《关于贯彻落实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 深化社
区减负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加
大规范清理力度， 社区盖章证
明事项由15项减少到4项， 社区
自治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本报记者 盛丽

“社区议事厅”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

北京援疆实地踏访之四

多种产业援疆模式打赢脱贫攻坚战

前几天， 昌平区东关南里小
区居民梁国娟因腰椎疼痛， 到家
门口的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诊， 社区医生为她进行了常规门
诊X射线检查。 拍片后， 影像文
件即时上传至区域影像协同平
台。 通过这个平台， 区医院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的医生根据影像信
息进行了远程会诊 。 不到30分
钟， 诊断报告和X射线胶片就交
到了梁国娟手里。

为进一步整合区域医学影像
资源，发挥大医院技术优势，提升
远程医学影像诊断服务质量，解

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影像技术力
量不足的问题， 昌平区于去年10
月初步建立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全区共有232家医疗机构
参与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建成了
4个区域医联体、 4个紧密型医联
体和5个专科医联体。” 据昌平区
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促进
医联体健康发展， 除了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 还计划建设区域检验
诊断中心、 区域心电诊断中心和
远程诊断中心。

目前，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运
行良好 ， 以区医院 、 积水潭医

院、 清华长庚医院和北大国际医
院4个医联体牵头核心单位为技
术中心， 对区内所有全科医生开
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统一
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拍片， 图片可
以上传到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满
足社区医疗的诊断需求。

一年多来， 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已诊断患者2000余例， 切实提
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整体服务能
力， 也促进了区分级诊疗制度的
落实。 与此同时， 区域心电诊断
中心也即将建成， 计划于今年初
运行。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昌平将建四大医疗诊断中心
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北京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养殖业模式 种植业模式 工业园模式

昨天上午， 北京交管局涉车侦查专业队在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开
展应急车道专项治理。 交管部门介绍， 1个小时左右就查获近60辆
违法闯入应急车道的机动车。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交警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