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汽集团

2018-2020年是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的决胜时期。 有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
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在这
份成果中，当然少不了首都国企的身影
与力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略部署和北京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以首善标准助力对口帮扶地区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北京义不容辞的
政治责任”的指示精神，在过去的一段
时间内，北京市属国企各显神通，深度
参与扶贫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日前， 本报记者深入北汽集团、北
控集团、首旅集团、首农食品集团等多
家国企， 挖掘其精准扶贫的经验与成
果，讲述其在参与扶贫工作中的动人故
事，展现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奉献
的国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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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一年捐款捐物
1200万扶贫

首
都
国
企
扶
贫
故
事

“新修建的太阳能路灯亮起， 我们夜间出行
方便。” 2月19日， 北汽集团在密云区大城子镇墙
子路村举办太阳能路灯交接仪式， 村民纷纷点赞。

按照北京市对市属企业精准帮扶本市低收入
村工作的部署， 北汽集团针对帮扶对象———密云
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特点精准把脉， 统筹协调北
京汽车、 恒盛置业、 兴东方、 北汽技师学院、 华
夏出行， 先后出资近20万元帮助学生210人次， 投
入45万元加装路灯改善村内环境， 收购生猪等农
副产品增加村民收入， 并着手支持开发闲置农宅，
发展乡村特色精品旅游。 在北汽集团帮助下， 墙
子路村2018年脱低率达到75%。 2018年， 北京市
密云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三百多户村民期盼的基
础设施改善实现了。

帮扶大城子镇墙子路村， 只是北汽集团扶贫
的一个点。 记者了解到， 2018年， 北汽集团在湖
南、 新疆、 西藏、 青海、 云南等地， 还开展了全
方位多角度的精准扶贫。

去年，湖南隆回华星职业技术学校教学面貌焕
然一新，机器人实训室、美容美发特训班、技能大赛
……一系列新的教学和培训项目开展起来，北京汽
车技师学院的到来让这里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质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在内蒙古乌拉
特前旗，河北省石家庄、沧州、廊坊， 山西左权， 云
南瑞丽， 湖南隆回， 北京汽车技师学院职业教育
院校共开展14批次短期培训， 培训学员527人。

同一年， 在新疆和田、 西藏拉萨、 青海玉树、
四川甘孜、 河北阜平、 贵州铜仁、 重庆酉阳等贫
困地区的中小学生， 收到了来自北汽集团及旗下

北京汽车、北京现代、北汽产投、北汽鹏龙等单位及
员工捐赠出的各类图书6700余册，215台电脑及配
套设备，捐款100多万元。 不仅如此，北汽集团及旗
下北汽福田、北京现代、海纳川、北汽鹏龙等10余家
二级企业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合
作，助学、济困、治沙等多角度开展扶贫捐赠活动，
通过50余个公益活动捐款捐物超过1200万元。

2018年，云南保山市龙陵县龙新乡肉牛养殖合
作社的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领到了云南东方皓月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放的基础母牛，并将
得到相应技术指导。这家公司由北汽集团旗下北京
兴东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皓月集团共同出
资组建。 在东方皓月的推动下，龙陵县已建起10个
肉牛养殖合作社。养牛户每养一头母牛将得到政府
补贴3000元， 每生一头小牛政府奖励现金1000元。
东方皓月以市场价收购小牛进行养殖，或在农户将
小牛养大后收购进行育肥。这种扶贫模式将推动龙
陵全县1584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3870名贫困人
口于2019年底完成脱贫摘帽。云南保山市也将以龙
陵县为试点，在保山市全部县区复制 “龙陵模式”。

今年2月22日，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北汽集团签署精准扶贫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北汽集团在未来企业战略布局、
投资规划等方面， 将优先考虑落地北京市扶贫协
作和支援合作的7省区90个县级地区， 在产业扶
贫、 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 人才智力扶贫、 公益
扶贫等诸多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北京时尚控股

□本报记者 张晶

产业帮扶助力
近千户维族家庭脱贫

在新疆和田的茫茫戈壁滩上， 1700余栋膜结
构日光温室大棚整齐矗立， 里面种植着西红柿 、
黄瓜等十几种蔬菜水果， 长势喜人。 记者了解到，
这些大棚是北京援疆国企———北京时尚控股光华
集团新疆京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称京和公
司）建造的。 京和公司作为北京市“产业援疆”的重
点项目和标杆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5年10月 ， 京和公司党支部书记董家琪 、
总经理朱振啟等7名党员组成的京和公司党支部带
着34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来到和田， 顶着漫天
黄沙， 没日没夜地苦干了5个月， 建成了一座崭新
的现代化工厂。 “当时大家为了赶工连轴转， 几
乎每顿饭都是伴着风沙吃下去的。” 朱振啟说道。

“援疆不仅仅是提供产品， 更重要的是培养
人才、 提供智力支持， 并带动当地就业。” 朱振啟
说。 初来时， 这里的工人不懂汉语且技术基础差，
给他们出了大难题。 为此， 在2016年， 京和公司
组织了近50名维族职工进京培训， 从零基础开始
培训， 不仅教技能技术， 还开展了学习公司规章
制度和企业文化、 汉语语言学习以及爱国主义教
育等， 如今， 这批老职工已经成长为班长和管理
人员， 还能教新人技术知识。

“刚来工厂上班的时候， 村里人都跟我父母
说， 女孩子上班没有大指望。” 制品车间职工米尔
古丽说道。 现在， 她每月工资最高时达到了6000
多元， 这笔收入成为她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
当初劝她父母不要让女孩子到工厂上班的村民也
都改了主意。 目前， 京和公司已为600多名维族员
工提供了就业岗位， 其中182人来自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 2016年投产至今， 员工平均工资达到了每
月3019元， 这在当地算是高收入， 这里的员工基

本实现了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如今， 当地人都想来京和公司上班， 不仅因

为工资高， 更是因为北京团队带来的温暖关爱。
公司团队对维族职工的生活关照 “事无巨细”： 为
他们提供免费的员工公寓及午餐晚餐， 还专门为
营养不良的女职工购置饮料机。 公司专门成立了
爱心基金会， 对生活困难的职工伸出援助之手予
以资助， 还经常帮助身体不好的贫困职工干农活。

京和公司自2016年投产以来 ， 已经把织布 、
涂层、 制成品等膜结构产业用纺织的全产业链从
北京迁到了和田。 董家琪说， 我们把最优秀的管
理、 技术团队派到这里， 把专利技术带到和田，
就是要让京和公司开好局， 扎好根， 为企业可持
续发展打下基础。

从2016年8月投资建设至今， 作为第一个在新
疆落户的高端技术产业用纺织品企业，京和公司累
计完成投资2亿元，吸纳当地近千人就业，实现销售
收入3.5亿元，利税2396万元，改写了和田地区单个
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的历史。

此外， 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方恒公司还与北京
市通州区西集镇车屯村结成对子， 开展 “一企一
村” 帮扶工作。 车屯村紧邻西集镇政府， 距北京
市城市副中心仅12公里， 方恒公司依托车屯村交
通便利、 环境优美等方面的优势资源， 同时发挥
自身在资金、 技术、 管理、 人才方面的优势， 打
造集精品农产品、 农耕文化体验、 党建红色教育
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基地———
“梦田园·车屯”， 真正培育出车屯村自身的 “造
血” 功能， 实现精准帮扶脱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