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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围绕教育、医疗、文化等
优势资源开展帮扶。

一是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以扶
智为核心促进教育水平提升，2018
年，东城区组织党政机关、社会组织、
部队和社会企业与化德深度贫困乡
镇中心学校结对，捐建全科目、全年
级图书阅读室 4 个，捐赠各类图书、
培智教具、精品课程等学习用品共计
价值 43.5 万元。充分发挥东城区教
育资源优势，搭建东城 6所优质学校
与化德县 6所中小学开展携手共建，
提升办学理念和品质。安排东城区
教育研修学院、东城区教师研修中
心、东城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赴化德
县开展专题调研、教育教学、研修培
训等交流活动，培育教育脱贫的“造
血”能力。组织化德县两批 100 名中
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语文、数学、英
语骨干教师赴东城区各对口学校进
行跟岗学习，切实加强化德县教师队
伍建设。组织东城区教委在化德县
举办《中小学教育指南》《2018 版义
务教学学校管理标准》等四场教育专

题讲座，共培训 300 余名教育专职人
员。东城区团区委组织企业家为白
音特拉乡中心学校 34 名品学兼优的
学生捐助助学金17500元。

二是加大健康扶贫力度。深化
医疗卫生帮扶协作，针对化德县因病
因残致贫达 64.1%的实际，东城区把
对化德县的健康扶贫作为帮扶协作
的重中之重，推动东城区高端优质医
疗资源与贫困地区医疗需求无缝对
接，北京尤迈慈善基金会在化德县建
立远程医疗会诊系统，邀请北京协和
医院专家开展“网络把脉”，实现了贫
困群众与高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融、
共生、共享。北京普仁医院与化德县
医院、北京和平里医院与化德县中蒙
医院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子，先后组
织 3 批次 58 名专家赴化德县开展教
学查房、医疗会诊。东城区卫生部门
对化德县乡村医生开展业务培训和
现场指导，为医护人员深造进修提供
实习岗位，共培训乡村医生 326 人
次，培训医护人员 6 人。通过培训、
进修、指导，培养“东城制造”的化德

名医，累计诊治各类重症患者 419 人
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3 人
次。健康扶贫协作的开展，进一步提
升了化德县医疗水平，解决了群众的
就医问题，还有效防止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三是东城区在积极推荐裕民遗
址、黄羊滩风景旅游区、农耕文化博
物馆等项目，促进化德县传统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开展国家级非遗
剪纸技艺培训，让“土”文化彰显大自
信，通过传授技艺，支持自主创业脱
贫致富。

四是积极组织东城辖区内世界
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国有、民营企业
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完
成与化德县内全部 21 个深度贫困村
的精准结对，在北京市率先实现与深
度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全覆盖，共计签
署帮扶协议29项，占全县87个行政村
的1/3，企业家、爱心人士牵手贫困家
庭59户。积极鼓励东城区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开展捐助，2017 年以来，已
累计捐款捐物折合资金160多万元。

东城化德携手结对 共赴小康之约
签订46个帮扶协作协议，有力促进化德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化德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东接锡林郭勒
盟正镶白旗，南邻河北省张家口，西连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北靠锡林郭勒
盟镶黄旗。辖地面积2568平方公里，在册人口17.5万人，其中：农村在册
人口12.5万人，常住5.1万人。域内平均海拔1500米，属浅山、丘陵荒漠
地貌。年平均气温2.2℃，无霜期105天左右，高寒、干旱农牧业生产极不
稳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化德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
县，2011年被列入了新一轮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7年，东城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开展东西部扶贫协助对口支援化德以来，区委、区政府围绕化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理清帮扶思路，
创新脱贫机制，以产业扶贫为突破口，加强项目对接、加大资金投入，助力化德脱贫攻坚。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用心扶、用情扶，真扶贫、扶真贫，帮助解
决了诸多长期制约化德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今年1-9月份，化德县生产总值完成15.4亿元，增速5.8%。

两地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对接 4 次。召开高层联席会议 3 次，就对口帮扶工
作开展专题研究。除主要领导对接外，东城区先后赴化德县开展了28次互访对
接和联合调研，立足化德的具体情况，深化细化实化《京蒙协作三年框架协议》
和京蒙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形成“区——县政府（部门）、街道——乡
镇、企业——贫困村、企业家——贫困户”层面的“四轮驱动”帮扶体系，签订
了 46 个帮扶协作协议，涵盖产业、教育、卫生、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干部挂职
等多个领域。

两地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对接4次

加强委派专业技术人才支援，在前期选派2名挂职干部基础上，2018年东城
区选派 12 名专业技术人才赴化德进行挂职，涉及就业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
服务业人才等，促进两地沟通联系和优质资源引入。化德派 4 名干部挂职赴京
锻炼，6 名基层党政干部赴京培训，增强干部能力，为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架起了桥梁。

12名专业技术人才赴化德挂职

2017 年以来，东城区已累计向化德县投入扶贫资金近千万元，用于化德县
产业扶贫、教育、卫生人才交流和培训、贫困人口大病救助等。除投入扶贫资金
外，为缓解 2018 年化德县洪涝灾害受灾群众损失，东城区拨付赈灾资金 100 万
元，用于受灾群众倒塌房屋的灾后重建。此外，东城区红十字会与化德县红十
字会签订帮扶协议，每年捐赠15万元用于化德开展助困活动。

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近千万元

东城区积极发挥各职能部门、区
属企业、社会力量作用，围绕扶持地
方特色产业，以“财政资金注入，政府
培育产业，龙头企业经营，集体经济
破零，政企村农共赢”为思路，帮扶化
德县建设脱贫车间，探索出一条“产
业驻村、居家就业、百姓脱贫、集体增
收”的新路。

2017 年度东城区投入帮扶资金
300 多万元，专项用于扶持化德服装
主导产业，带动全县建设“脱贫车间”
64个，吸纳1304名贫困人口就近就业，
年人均增收1.2万元。其中，东城区帮
扶资金直接投资建设脱贫车间21个。

2018年度，为解决现有产业结构
单一、贫困群众需求多样、集团经济
发展多元的问题，东城区拓宽产业帮
扶方向，增选酸菜加工、草艺加工、粮
食加工、养殖等4个产业，作为产业帮
扶重点，初期投资 10万元，用于贫困
村集体经济企业的厂房建设、设备购
置、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建设。新建
成脱贫车间，一是高于市场价从贫困
户手中收购粮食、蔬菜、鸡鸭幼苗等
农作物、家禽，直接带动贫困户增
收。二是吸纳村里贫困户参与企业
生产劳动稳定增收。三是村集体收

益用于设立公益岗位，带动脱贫。通
过村集体经济企业，让贫困户足不出
户就可实现就业、增收。本次 4个贫
困村脱贫车间建成后，实现了受援贫
困村集体经济的破零，可直接带动
98 户，21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
问题。

2018 年东城区提供 500 万援助
资金，用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建
设，项目建成运行后，采取分红方式
为项目覆盖贫困户增加收入，所发电
量收入扣除成本后，全部平均分配至
建档立卡贫困户，可覆盖建档立卡贫
困户 527 户，预计每户每年可获得
2500 元左右的收益。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还可就近到光伏电站从事简
单劳务工作，多渠道增收。

在社会力量参与产业帮扶方面，
一是发展新型养殖，对接北京鸣然公
司首批帮助 4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
展黑水虻试点养殖，预计每个家庭每
月可增收 1500 元左右。二是开辟农
畜产品进京绿色通道，签订了《农产
品进社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利用
北京回故里商城 800 余家联盟店、30
多家社区直营店、上万个直销平台，
构建化德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入超快

速通道。目前对口帮扶地区流动直
通车载满化德优质农副土特产品已
开进东城区永外、龙潭、和平里等街
道社区，东单菜市场和平里总店开辟
出 200 平方米用于对口帮扶农特产
品销售专区，化德县二十多种产品成
功入驻。光明楼店、悠惠万家超市已
设立化德产品专柜，化德的农副土特
产品名录已进入东城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学校食堂集中采购目录，优质
农畜产品进入北京寻常百姓家。三
是东城区举办了化德县农副土特产
品在京展销推荐会 3期，蒙新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南门涮肉公司签
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集中销售给南
门涮肉全国 20 多家门店，目前第一
批 1000 多只优质羔羊已进入北京、
上海等地餐桌，直接带动 67 户贫困
户稳定增收。四是积极承接北京市
产业转移项目。在东城区的积极推
动和帮助下，化德县成功承接产业转
移项目 2 项。其中总投资 30 亿元的
雄伟光大 100 万吨微碳合金项目已
完成投资 11.4 亿元，8 台矿热炉和 2
合精炼炉点火试产；顺鑫 50 万口生
猪养殖项目，总投资 8 亿元，正在开
展前期准备工作。

带动全县建设数十个“脱贫车间”

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化德县就业局开展劳务招聘会，来
自北京50余家用人单位、当地30家企
业共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400余人（含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15人），会后通过宣传栏、微信公
众号、报纸简章等电话达成就业意向

100余人（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人）。
除招聘会外，东城区在化德县建

设实训基地 2个，协助化德县举办了
家政带头人、创业指导、服装缝纫培
训班4期，培训人数186人次，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74 人次。在北京市
率先成立东城区外来务工人员之家，

定期向化德县在京务工人员发布就
业岗位信息，开展专场招聘洽谈，组
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化德在京
务工人员获得更高收入。目前，化德
县 248 名在京务工员工纳入信息库
并享受服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人。

招聘会促5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6所优质校与化德6校携手共建

亮点1 加强组织领导

亮点2 加大人才支援

亮点3 强化资金支持

亮点4 深化产业扶贫协作

亮点5 开展劳务协作

亮点6 携手奔小康行动

东城区辖区企业向化德捐赠。

化德县“脱贫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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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蒙帮扶项目扎实推进

京蒙项目3项

项目资金600万元
全部完工

京蒙项目4项

项目资金3959万元
其中健康体检和水质提升
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程序并
已开工建设

2个光伏项目正在招投标，
预计年底完成项目建设

2017年度

2018年度

11%
7.3%

同比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