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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帮扶结硕果 协同发展谋共赢

宁波，携手中西部共绘“中国梦”
在宁波闹市区，有一家黔西南州农特产品

直销店，开业两年多来，已经为 120 余种来自
贵州大山的美味打开了销路；

怀揣着创业梦，重庆万州区的熊长军先后
3 次来宁波培训，在当地打拼出一片新天地，
还带动了100多名三峡库区移民就业致富；

为了达到抗震 8级的安全标准，宁波建设单位宁愿多花 20多万元，把
新疆库车县齐满镇渭干村文化礼堂的不达标屋顶拆除重建，让村民们吃上

“定心丸”；
宁波一家物联科技公司为青海省天峻县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让天峻

牛羊肉“飞”往全国各地；
在西藏比如县，象山路、鄞州路、宁波路等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
全心全意对口帮扶中西部，宁波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去年 7月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
略，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切实提高工作水
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宁波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扶贫协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把对口帮扶协作作为一项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来落实，牢固
树立“支援对口地区就是发展宁波”的理念，与贵州黔西南州、重庆万
州区、新疆库车县、青海天峻县、西藏比如县、吉林延边州等地建立了全
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帮扶工作从“输血”向“造血”
转变，帮扶格局从政府“单打独斗”向社会多元帮扶转变，走出一条东西
部对口帮扶协作新路子。

前言

本报记者 冯瑄 通讯员 许文平 张爱国

媒体点赞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宁波：打造特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浙江宁波结合贵州黔西南州独特的资源优势，在对口
帮扶中，因地制宜引进和培育特色产业，精准扶贫。黔西
南州是宁波对口扶贫地区。在晴隆县，宁波市投入资金从
国外进口波尔山羊的优质种羊，免费发放给当困村民养
殖。为了把这个能让老百姓致富的特色产业做大，宁波市
在晴隆县建起了100多家配套企业，让产业链不断延伸。

《人民日报》

让年轻教师接过
宁波援疆教师姚仁汉的“接力棒”

“当时，学校经常为师资力量发愁。姚仁汉老师过来
后提出建立‘名师工作室’，建立起常态化的‘传帮带’

机制，通过和镇海中学的互动交往，通过宁波援疆教师的示
范帮教，让这里的年轻老师可以接过‘接力棒’。”库车县教
育局局长、时任库车县二中校长郭志清说，“他以身示范，
把沿海先进教学理念送到边疆，让我们受益匪浅。”

《光明日报》

帮扶项目顺利推进
离不开宁波的对口工作机制

“每个项目的顺利进行，都离不开我们的对口工作机
制。”宁波市对口支援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表示，宁波市
的县市区、市级部门，以“二对一”“三对一”的方式与黔
西南州的市、县、开发区结对子，每年安排不低于 3000 万
元的帮扶资金，对项目进行集中投资。此外，宁波向贵州派
出挂职干部 94 人，并接收了 205 名贵州干部到宁波挂职锻
炼。在民间，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也不间断地进行捐资助学
活动。 （冯瑄 整理）

兴义职中的宁波楼和浙江楼、望
谟县的余姚大道、册亨县的宁波桥、
楼纳村牌楼上的“宁波援建”……20
多年来，宁波已在黔西南州实施帮扶
项 目 1701 个 ， 投 入 资 金 约 6.47 亿
元，一批具有鲜明宁波元素的基础设
施在贵州黔西南州大地上拔地而起。

本月初，在贵州省兴义市，宁波
又与黔西南州签订 2017 年对口帮扶
协议，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
会事业等领域 14 个对口帮扶项目，
帮扶资金2500万元。

“当前黔西南州正处于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阶段。”
市经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央关于对口扶贫协作的决策
部署，推进黔西南州新一轮对口帮
扶，促使两地对口协作取得更大成
效，互利合作共赢之路越走越宽。

精准扶贫是对口帮扶的核心。如
何最大程度发挥对口帮扶资金效益？
援建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规划是关键。
近年来，宁波围绕改善民生、促进发
展，努力找准项目，明确帮扶项目申
报、审批、实施、检查验收和资金划
拨、使用、监督管理程序和方式，确
保项目建成一个，当地群众受益一
个。

去年以来，我市共安排对口帮扶
协作延边州、黔西南州项目 152 个，
资金1.33亿元。项目安排以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为目标，涉及农业园区共
建、特色产业发展、易地搬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技能培训
六个方面，直接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1.3万户4.9万人。

在援建项目建设上，“宁波质
量”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对口支
援三峡库区中，宁波援建了 20 余所
中小学和区委党校、区人力资源培训
中心等，其中重庆万州区“宁波小
学”现已成为三峡库区标志性学校。

“管道井必须要做到随砌随抹”
“构造柱的钢筋直径一定要根据梁的
尺寸而增加”……在新疆库车县传染
病医院扩建项目建设中，宁波宁大工
程建设监理公司工程师胡井平开门见
山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为宁波
在库车县最大的“交钥匙”工程，该
项目的建成，大大缓解了库车、沙雅
等阿克苏地区东四县各族人民“看病
难”“住院难”的问题。

“像库车传染病医院这个项目，
无论是‘钱江杯’还是‘天山杯’，
我们都要努力去争取，但更为重要
的，还是要在库车百姓中树立好口
碑。”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项目支援，
精准扶贫打响宁波品牌

在援青资金的支持下，青海天峻不
恰民族用品牧民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该合作社解决了社内 8名贫困户的就
业。“每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生意好
时在这里上班，空闲时回家放牧，可以
两头兼顾呢！”藏族女牧民扎保说。

试点高原生态鸡养殖、建立牛育
肥养殖园区……近年来，产业援建为
青海天峻县百姓打开了致富之门。

深化与对口地区经济协作，促进
对口地区经济社会内生发展，是我市
开展对口协作的重要内容。

在贵州黔西南州的对口帮扶中，
我市注重增强当地自身发展能力，培
育特色产业。市本级和北仑区、市商
务委联合投资 1500 余万元用于兴仁
县山地生态农业园建设。目前该园区
一期工程已完工，路网贯通，万亩枇
杷树已遍布山岗，大大促进了附近锁
寨等5个贫困村的村民脱贫致富。

宁波与黔西南在农产品上的“交
流”不断提速。在黔西南州的几个特色
农产品基地，不仅有当地的无籽刺梨、
地产芭蕉、魔芋等特色产品，宁波特色
的杨梅、白枇杷、波尔山羊等农产品也
随处可见。在挂职干部的牵线下，一些
黔西南州的蔬菜已进入了宁波各大超
市，让宁波市民享受了“贵州味道”。

在库车县，“甬甜 5 号”甜瓜种

植试点获得成功，大棚每亩可增收
45000 元；宁波利用浙洽会等大型展
会，引进投资项目，诸如浙商世纪商
贸中心的落地建成，可带动当地 1万
人就业。

在西藏比如县，我市投入约 300
万元，推动实施藏式家具加工、餐具
洁净和居民洗涤服务中心等三个产业
扶贫项目，已于今年8月12日正式运
营。与此同时，还创新性地采用“社
会募集 （乡镇基金） +专项补助 （援
藏补充） ”的形式，用“以租代捐”
的方法帮助想创业的比如贫困户解决
打印机、复印机、加工设备等，使他
们积极加入到自我创业脱贫中来。

在延吉市，我市扶持建设了格林
满屋专业合作社，这个总投资 400万
元的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180万元，年收益80万元，能够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 400人脱贫，将成为
延吉市规模最大的产业扶贫项目。

宁波与对口帮扶地区的产业合作
领域正逐步拓宽。今年以来，延边
州、黔西南州分别到宁波开展旅游合
作，就互为旅游目的地、旅游协作交
流、旅游市场开发等进行推介。宁波
市民对延边、黔西南独特的民族风情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航线开通以
来，每天有旅游团成行。

产业支援，
“授人以渔”的双赢创举

浇花要浇根。市经合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智力帮扶从主观上防止了当
地贫困户再次返贫的可能。通过智力
帮扶，可以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
的援建队”。

通过在黔西南州建设培训中心，宁
波加大对当地农民、干部进行农业科技
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每年组织当地
300余名村镇干部、农村产业致富带头
人、校长教师等来甬实地考察、培训。

黔西南州的普安县是长毛兔养殖
大县，宁波对普安县数百户农户进行
了规模化养殖培训。目前全县已养殖
长毛兔近 10万只，长毛兔产业也成为
普安县脱贫致富产业中的新兴产业。

“我们坚持‘富脑袋’与‘富口
袋’相结合，探索移民可持续发展新
路径。”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对口支
援三峡库区的过程中，宁波与万州区
共同探索出“换脑、充电、输液、造
血”四步走的对口支援新模式。2000
年以来，宁波连续 17 年在宁波为万
州区举办移民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
训了1100多人次。

移民黄佐翠先后两次参加宁波培
训班后，其果园从原来不足百亩扩大
到上千亩，还发展了肉牛养殖业、乡
村休闲避暑等项目，现在固定资产近
千万元，带动和接收当地移民群众就

业200余人。
我市还在重庆万州区建立新型农

民产业扶持发展资金，支持成立万州
区移民致富带头人联合会，解决他们
发展中的资金短缺之忧。

在库车县，自 2010 年新一轮援
疆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在前三年接待
52 批次 1100 多名库车县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才前来进行短期交流及挂职培
训。“缺什么，补什么；缺什么，教
什么”，在教育、卫生领域，此类培
训更是呈现了周期短、见效快、带动
能力强的特点。库车县人民医院手麻
科医生刘哲峰、刘杨将从宁波学来的
深静脉穿刺术等运用在实际工作中，
填补了该院在相关领域的空白。

今年 4 月底，延边州 9 名挂职干
部到宁波上岗工作，5月初，宁波市
选派 5名干部前往延边州挂职。今年
以来，宁波已为吉林延边州培训扶贫
干部30人，还计划培训200人次。

对口帮扶更离不开社会民间力量
的参与。近年来，宁波与对口帮扶地
区逐步建立了社会联动机制。一批又
一批的宁波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连续
不断在黔西南、库车、比如、天峻等
地开展捐资助学等活动。两年来，宁
波累计向黔西南捐赠社会帮扶资金和
物资折合3077万元。

智力支援，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援建队

本报记者 冯 瑄

宁波历届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对口帮扶
工作。省委副书记、市
委书记唐一军先后赴重
庆万州区、延边州进行

考察。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刚刚结束
在黔西南州的考察。近年来，我市各级、
各部门从讲政治大局的高度，认真做好对
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把对口地
区的发展视为宁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加快实现与中西部地区均衡发展，协同发
展，共同发展。

建设了一批民生项目。改善民生，让
老百姓受益，是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
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我市
帮助对口地区重点建设了一批医院、学
校、道路等民生项目。诸如兴义民族师范
学院宁波图书科技楼建筑面积 24668平方
米，是学院整个建设项目中单体建筑体量
最大的一栋，已成为兴义市乃至黔西南州
普及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

打造了一批特色村社。帮助对口地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提升农村综合服务水平，是我市对口支援
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几
年，我市集中力量在黔西南州建设了一批
民族特色示范村寨，如兴义市南龙古村、
兴仁县锁寨村、晴隆县三合村等。在三峡
移民集中的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帮
助建设了富祥、枇杷坪等社区服务中心，

还因地制宜在服务中心增加了养老公寓，
进一步完善移民综合服务。

培育了一批优势产业。雅戈尔集团
2015 年起在延边州珲春市投资 10 亿元建
设了国际服装城项目，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税收 1.5 亿元。公司的建成投产，
将带动周边服装产业发展，帮助延边形成
服装产业链。

培训了一批干部人才队伍。通过干部
互派挂职、到宁波实地培训、请专家现场
授课等多种形式，我市每年为对口地区培
训各类干部、教师、医生、农业技术人才
等 1000 人次以上。市李惠利医院、市妇
儿医院等9家三甲医院与贵州省贞丰县人
民医院、黔西南州妇幼保健院等9家县级
医院结对合作，大大提高了当地医疗服务
水平。

搭建了一批合作交流平台。开通了宁
波与黔西南州兴义市、延边州延吉市的直
航航线，加大了两地之间的人员、物资、
信息等合作交流。完善了与对口地区的合
作机制，我市每年组织一次市党政代表团
出访对口地区，各区县 （市） 也进行了结
对帮扶。

做好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既是一项政治工程、民生工程，也是宁波发
展的拓展工程。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针，牢固树立精准扶
贫意识，深入对口地区一线，按照群众的需
求，努力推进产业扶贫，培训干部人才，帮
助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
对口地区的全面小康路越走越宽广。

市经合局局长丁海滨：

“精”字为先，
让对口地区小康路越走越宽

声音声音

本报记者 包凌雁

第四届新疆特色果品交易会是新疆
最大的果品展销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幸福农场副场长陈亮为此准备了
大半个月时间。18 日，会展前一天，
他只身一人蹲守在阿克苏机场，从早上
8 时到晚上 10 时，迎接由他邀请来的 5
批客商。

来到库车之前，他的身份是海曙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作为第九批援
疆干部，他从监管者变为吆喝商。

展会在 19 日上午开幕，一早陈亮
就来到现场。幸福农场的展位不大，但
是该有的产品一应俱全。红枣、核桃、
葡萄“老三样”家家都有，陈亮左顾右
盼，希望找到一点“人无我有”的点睛
品。他特地将蕴弘牌红枣放到显著位

置。在红枣如“灰”一样多的新疆，有
品牌有包装的产品会让人多看一眼。

展销会犹如一场相亲会，看的人
多，现场谈成的却并不多。陈亮按捺不
住，主动出击，在人群拥挤的摊位前细
细打探。来新疆 7个月，陈亮还是第一
次见识到如此多的新疆果品，真是极好
的业务学习机会。“新疆产品丰富，前
景广阔，却受到销售渠道、物流运输的
制约。”陈亮叹息说。整整一天，陈亮
收集了满满一袋资料，连物流、仓储供
应商都不放过。

20日，他带着客商前往150公里之
外的幸福农场。虽然名字叫“幸福”，
但是农场的果品销路一直没有打开。报
到第一天，幸福农场书记就给他下达

“命令”：招商引资。作为副场长，他深
感责任重大。

这批来自嘉兴、宁波等地的客商，
是他经过半年挖掘培育的意向客户。

“人家能远道而来，说明有戏。”陈亮内
心有些小激动。先看万亩枣园、参观加
工基地，再开座谈会，来自宁波古玩城
的一位负责人对合作非常感兴趣。陈亮
趁热打铁，建议两家成立合作公司，互
利共赢。

21 日上午，听说宁波古玩城还想
开设一家新疆餐厅，陈亮特地带着他们
参观农垦博物馆。为阿克苏地区发展担
纲重任的农一师有着 60 多年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有数万宁波知青不
远万里来到这里挥洒青春热血。“农垦
文化将会唤起宁波人的新疆记忆。”陈
亮不经意的点拨，让古玩城负责人受益
匪浅。

匆匆一周，转瞬到周末。将客商送
上归途，陈亮马不停蹄奔向 300公里之
外的库车宁波援疆指挥部。援疆干部身
兼数职，身为产业合作组成员，他必须
抓紧时间多方拓展，加快两地产业商贸
对接。“现在一天奔波 600 公里是家常
便饭。”陈亮说，50万库车人民都在盯
着他们 14 名援疆干部，唯有多干事、
干对事，才能无愧于心。

幸福农场副场长陈亮招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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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巾帼团队看望库车残疾人康复中心的脑瘫儿。 （刘建平 房伟 摄）

库车大龙池风景优美库车大龙池风景优美，，来此观光的宁波游客越来越多来此观光的宁波游客越来越多。。 （（仇昌兴 包凌雁仇昌兴 包凌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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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县第四双语幼儿园。
（包凌雁 摄）

援疆医生正在会诊。
（包凌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