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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京蒙扶
贫协作工作聚焦精准扶贫，聚焦深度
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年度扶贫协作协议重点任
务和产业、消费、就业扶贫，实施京蒙
扶贫协作北京市级、结对区级及以下
三 级 财 政 安 排 扶 贫 协 作 资 金 共 计
28798 万元，实施项目 225 个，2019 年
以前的项目全部完工，其中产业扶贫
类项目直接带动 2495 名贫困群众增
收；2020 年的项目截至 6 月底，已全
部开工，资金支付率达到 34%。北京
挂职干部团队积极参与相关制度、政
策的制定，建立健全了京蒙扶贫协作
工作机制，推动项目实施进度，促进了
项目带贫成效的发挥。

焦深海，原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
镇党委副书记，2018 年 4 月到锡林郭
勒盟正镶白旗挂职，任旗委常委、副旗
长，分管京蒙扶贫协作工作。在他的
积极推动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正镶白旗建立了常态化党政联席会议
机制，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亲自研究
部署、分管领导亲力亲为、挂职干部牵
线搭桥、部门单位各司其职的工作局
面。双方在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
协作、人才支援、社会帮扶等领域的扶
贫协作全面铺开。

在北京挂职干部的积极争取和推
动下，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的资金、项
目、人才和理念在正镶白旗广袤的土
地上不断落地生根。一次次项目对
接，一次次对口帮扶，为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蓄积着强劲动能，也为产业项
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庞安路、李家
巷、格林福德、伍各庄益农等瓜菜生产
合作社已经在正镶白旗扎下了根，建
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农产品已经销
往北京市场，立征春雨合作社从社会
化服务方面开展病虫害防治，享有良
好的信誉。今年又有 3 家北京企业加
入了扶贫企业的队伍，壮大了产业扶
贫的阵营。“永合西瓜、东仓白菜、五支
箭生菜、新河叶菜”已成为正镶白旗新
型农业的名片。在京蒙对口帮扶的带
动下，正镶白旗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农业种植“明星”村。

2019 年，太仆寺旗整合北京市、
昌平区两级财政援助资金 360 万元，
在宝昌镇边墙村新建草莓育苗大棚，
引进 3 家北京企业租用 72 座大棚进行
草莓育苗，培育草莓种苗 200 万株，收
取租金 36 万元，累计带动当地 40 余
人就业，长期用工 14 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 8 人，月均工资 2400-3500 元。

“这里生产出来的草莓种苗粗壮，
根系长，抵抗力强，不容易感染病虫
害，完全符合优质一代苗标准。”前来
收购草莓种苗的北京昌平草莓种植公
司技术人员高兴地说。

“在这里每天工资 90 元，一个月
就是 2700 元。太好了！”说到当前的
工作，田喜凤非常满意。她是太仆寺
旗边墙村农民，过去，她每年都在周围
和河北省各地打零工，每天 4 点就得
起床，中午吃点干粮，晚上回到家天已

经黑了，非常辛苦。京蒙帮扶项目草
莓育苗落户边墙村，田喜凤再也不用
去外地打工，受奔波之苦了，这让她非
常高兴。

2020 年，太仆寺旗利用京蒙扶贫
协作资金 112 万元扩大草莓种苗繁育
规模。采用“政府+经营主体+建档立
卡户”的扶贫模式，由政府出资帮扶、
经营主体生产获得收益，通过土地流
转、吸纳务工、带动种植、利益分红等
形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京蒙产业扶贫不断深化，在前两
年引进 13 家北京企业、实现投资 4.25
亿元的基础上，2020 年上半年，已有
6 家北京企业落户锡林郭勒盟，年内
预计实现投资 7.4 亿元，所有落地项
目均已明确扶贫带贫方案。京能集
团与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京能集团在短时间内
完成查干淖尔电厂股权转让和项目
前期手续，并于 6 月 1 日正式复工，激
活了搁置多年的产业建设项目，预计
项目总投资将达 58 亿元。禹润公司
等 3 家农业企业落地正镶白旗，目前
9 家北京企业落地西瓜产业园区，通
过土地租赁、劳务用工、消费扶贫、订
单生产、二次分配等方式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 2247 人实现增收。此外，
在北京挂职干部的积极协调推动下，
京粮控股与红井源油脂公司 7 月 1 日
正式签署协议，正式公告对红井源油
脂公司进行托管，并达成并购要约，
预计年内实现并购。

先进理念和优质资源润泽草原先进理念和优质资源润泽草原

王宏伟是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主任医生。在京蒙扶贫协作
中，他来到苏尼特右旗医院，用自己精
湛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当地患
者的信赖。他带领外科团队先后为多
名患者实施了 16 例关节置换手术、60
多例四肢骨干骨折手术，术后效果均
非 常 满 意 ，受 到 当 地 百 姓 的 一 致 好
评。同时，他积极带动旗医院外科业
务水平的提升，经常组织外科医师进
行业务培训，从日常的查房到手术指
导，王宏伟主任始终坚持一丝不苟、认
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大家的高
度赞誉。

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骨科医生
戚学政的亲自操刀下，瘫痪在床上达16
年的贫困户石海老人重新站了起来。“我
能站起来了！我真的能站起来走路了！”
63岁的石海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2020 年 3 月 30 日，对于内蒙古
太仆寺旗骆驼山镇的石海老人一家来
说是个喜庆的日子，而对于做为一名
医疗扶贫工作者的我来说也是值得骄
傲和喜悦的日子。”戚学政在日记本上
记下了这一天。

结对帮扶中，来自北京的医生、教
师们带着满腔热忱和精湛的专业技

术，来到草原深处，造福贫困农牧民。
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以来，京锡两

地在主要扶贫领域均建立了结对帮扶
关系，北京乡镇结对帮扶锡林郭勒盟贫
困苏木乡镇 16 个；北京社区村、企业、
社会组织结对帮扶锡林郭勒盟贫困村
37 个；结对帮扶学校 22 所、医疗机构
38 所。通过两地合作机制的建立健
全，各领域人员交流、业务合作、产业对
接已常态化开展，京蒙扶贫协作成效开
始显现。

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以来，挂职团
队动员引导锡林郭勒盟 3 个旗全部成
立了国有扶贫开发投资公司，行使出
资人职责，管理运营各级各类扶贫资
金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国有扶投
公司的成立不但在项目管理、资产运
营、收益分配等产业扶贫过程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更为下一步招商引资提
供了平台和抓手，为发展壮大地方经
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还结合地区产业特点，组织
北京专家对正镶白旗“京蒙现代农业
科技产业园”和“传统奶食品产业园”
进行了规划设计，有效助力下一步地
区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京能集团、西
贝餐饮集团等北京企业与锡林郭勒盟

签订长期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起产业
与扶贫相结合、企业采购与消费扶贫
相结合的扶贫合作机制。

紧盯劳务协作考核指标，不断创
新就业扶贫工作方式。针对传统招聘
会“动静大、成效小”的问题，锡林郭勒
盟及时转变工作思路，采取全面统计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意愿，精
准对接北京就业岗位，提高劳务协作
的有效性。2020 年上半年，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帮扶 3 个国贫旗新
增 28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赴京就
业，新增就地就近就业 674 人。

北京大兴区与苏尼特右旗人力社
保部门创新劳务协作技能扶贫机制，共
同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聘请创
业致富带头人乌兰图雅化身“女主播”，
开展线上内蒙毡绣手工制作技艺培训、
毛毡深加工等内容，培训建档立卡贫困
户 181人。在疫情防控期间，正镶白旗
就业局创新服务方式，精心举办了以

“春风行动惠民生，创业就业促发展”为
主题的2020年上半年“春风行动”暨网
络招聘会，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
位。太仆寺旗对进京就业人员进行了
详细梳理，到北京地区就业新增 18人，
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

北京市场和草原品牌互惠生财北京市场和草原品牌互惠生财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 批 示 精 神 ，锡 林 郭 勒 盟 始 终 将 消
费扶贫作为京蒙扶贫协作的重点工
作来抓。举办“品牌赋能锡林郭勒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品牌力量提振经济
活力”、扶贫产品“六进”展销等系列活
动，组织引导北京机关、企事业单位采
购锡林郭勒盟扶贫产品，同时与西贝、
呷哺呷哺等大型餐饮企业签订了消费
扶贫合作协议，建立了“采购企业+扶
贫龙头企业+贫困户”的消费扶贫模式
和工作机制，有效将贫困群众的农畜产
品转变为扶贫商品最终进入北京市的
消费市场。同时不断完善本地企业带
贫机制，扩大扶贫产品认定范围，建立
起消费扶贫引导更多本地企业带贫的
利益传导机制。通过多渠道促进锡林
郭勒盟扶贫产品销售，今年上半年全盟
京蒙消费扶贫金额为 1775 万元,带动
贫困人口573人。

2019 年 10 月受降雪影响，牧民
养殖成本增加、卖羊出现困难，苏尼
特右旗北京挂职干部杨甲民同志主

动联系北京昕鹏餐饮有限公司，支付
157.36 万元紧急收购了 21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养殖的牲畜，通过消费扶贫
帮助贫困牧户及时止损，还卖出了好
价钱，牧民们无不称赞“多大的风雪
也挡不住首都人民的帮扶热情”。疫
情防腔期间，在大兴区商务局和大兴
区卫健委的推动下，苏尼特右旗价值
近 27 万元的肉制品于 4 月 26 日发往
大兴区机关后勤中心食堂及大兴医
疗机构。

创新扶贫产品销售方式。受疫情
影响，餐饮企业不愿签订大额采购订
单，造成锡林郭勒盟部分肉制品加工
业运行困难，直接影响到贫困户养牛
羊的生产积极性。旗挂职团队在向北
京各部门协调订单的同时，和北京市
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大兴分中心探讨破
解之法，主动适应当下“宅消费”习惯，
将 以 往“ 我 产 你 买 ”转 变 为“ 你 需 我
供”，精准小订单不仅满足了客户的需
求，也给了供货方自由的定价空间。
同时积极开展“八方助农”消费扶贫工

作，在今日头条、抖音上开通官微。北
京挂职干部在京东、头条、抖音等平台
开展电商助农消费扶贫直播活动，有
效缓解了部分企业产品滞销问题。

不断完善消费扶贫的带贫机制。
鼓励引导北京终端消费客户优先采购
利用贫困户农畜产品生产的特色扶贫
产品，今年上半年，太仆寺旗共有 14
家带贫企业参与消费扶贫项目建设，
带贫企业通过雇用贫困户务工、免费
提供籽种或原材料、高价收购贫困户
种养殖的农畜产品带动贫困户实现
增收。疫情防控期间，太仆寺旗积极
配合昌平区开展生活物资储备工作，
储备马铃薯 750 吨，金额达 217.5 万
元，促进了贫困地区滞销农产品的销
售。北京安福公司与苏尼特右旗赛
汉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签订了合
作框架协议书，订购 50 吨白条羊以
及活体羊，不仅帮助该嘎查贫困户稳
定增收，更嵌入式指导、参与嘎查合
作社经营管理。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盟扶贫办提供）

北京携手北疆北京携手北疆 相约全面小康相约全面小康
——锡林郭勒盟京蒙扶贫协作工作综述

□巴依斯古楞

放眼望去，成方连
片、整齐划一的钢架大
棚在阳光下银光闪闪；
在微风中，正在开花坐
果的瓜田随风摇摆，犹
如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是 3 年来正镶白旗京
蒙扶贫协作成果的真实
写照。

自北京市与我区开
展扶贫协作，签署了《全
面深化京蒙扶贫协作三
年行动框架协议》以来，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
太仆寺旗、苏尼特右旗
的贫困户成为这一好政
策的受益者。首都北京
的帮扶，为锡林郭勒草
原上的深度贫困地区按
下了脱贫致富的“快进
键”，加快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步伐。

在 3 年的帮扶中，
来自北京的挂职干部团
队不仅为北疆草原带来
了先进的理念，更是带
来了优质的资源；不仅
带来了项目资金，更是
带来了发展机遇；不仅
带来了广阔的平台，更
是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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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无人机对贫困户的农田进行无偿喷药植保服务。

北京古船油脂公司与锡盟红井源油脂公司签约。

北京挂职干部杨甲民（左）在苏尼特右旗实地调研牧户收
入情况。

太仆寺旗边墙村草莓种苗繁育基地。

太仆寺旗消费扶贫走进北京昌平回龙观。

北京挂职干部焦深海（右）到
种植基地查看巨型南瓜生长情况。

帮扶教师在苏尼特右旗帮助
学员挑选学习材料并现场讲解。

北京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
在种植基地内建的节水灌溉设施，
已申请国家专利。

王宏伟医生（左）在为患者诊断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