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全国一盘棋；全面小
康，决胜在合力”。东西部扶贫协作，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手描绘、最具中国特色
的时代画卷。高位“谋脱贫”，合力“奔
小康”，牵手西部亲人，河西区用心用情
用力谱写脱贫攻坚的壮丽凯歌。

第一年牵回1头母牛。第二年又牵
回了2头母牛。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
牛。乘着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东风，甘肃
省庄浪县郑河乡拉连寺村张建华在“牛
产业”的发展中摘到了脱贫致富的“幸
福花”。依据甘肃“两县一区”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河西区重点扶持受援地特
色林果、畜牧养殖、乡村旅游、民族手工
等特色产业，将每年财政帮扶资金至少
50%以上用于当地产业帮扶项目，精准
施策、累计实施财政帮扶项目160个，
累计帮扶资金3.47亿元，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7.4万人，实现了由给钱给物的
“输血”式扶贫向以发展产业为重点的
“造血”式扶贫的根本转变，让一方水土
真正“富养”一方人。
“家乡的企业没找到理想的职位，

但是这次东西部协作招聘会里有我能
申请的技术岗位，还是天津大城市的企
业。”庄浪县的大学毕业生王璞玉看到
了就业的希望。着眼破解受援地就业
难题，河西区将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劳务
输出组织化程度，促进以转移就业、鼓
励就地就近就业作为劳务协作重点，拨
付专项就业帮扶资金，积极兑现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交通和生活补助，充分发
挥在受援地的河西区劳务协作服务工
作站的作用，制定向贫困地区倾斜优惠
政策，并专门拿出12个事业单位招考
职位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毕业生定向招
聘。4年来，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外省转移就业、来津转移就
业累计1.18万余人。
“赶上河西的好政策，我不仅自己

脱了贫，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平
凉市天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
凯每次说到这里都难掩激动。“创业一
人，带动一片。”河西区瞄准从“输出一
人致富一家”的打工效益向“一人创业
致富一方”的创业效益转变，投入资金
用于致富带头人培训，引导贫困劳动力
在开展畜牧、种植等特色产业、建办“扶
贫车间”、公益服务岗位、劳务服务组织
输转等方面创新创业，四年来共培训致
富带头人近1500人。

河西区以援助之“援”，书写血缘之
“缘”，4年来，党政代表团及相关部门跨
越千里，赴甘40余次，精心选派党政干
部10名赴甘肃“两县一区”挂职。近
200名医疗、教育、电商、农业等方面的
专业技术人员到三地进行长期、短期工
作，累计组织上百场技术指导、远程交
流、专业培训等活动，为2.2万人次提供
受训机会。累计接收三地党政干部、专
业技术人才来河西区挂职锻炼和学习
调研2500余人次。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
众。”是中国共产党人庄严的
承诺，是河西区党员干部
群众坚持人民至上、为
民造福的大彰显、大
实践。河西区
100余位处级
以上领导干
部与“两县一
区”的110户贫困
户结为亲戚，14个街
道办事处及所辖的 27
个社区对受援地区 14个
乡镇所辖的27个贫困村进行
帮扶，24所学校、18家医院、4家
社会组织与“两县一区”68所学校、
23家医院、4个村结对，近170
家民营企业与159个贫困村
签署帮扶协议，捐助社会
帮扶款物 3347 余万
元。河西区聚焦夯
实基础，补齐短
板强支撑，聚
焦 公 共 服
务，综合施策保
民生，累计为深度
贫困地区安排帮扶项
目 49 个，帮扶资金 1.6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4.3万人。河西区重点支持受
援地区全面解决“两不愁 三保
障”突出问题，实施项目34个，累计
帮扶资金0.6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9.8万人。
东西同心，携手同行。四年东西部

扶贫协作，河西区从单向扶贫到产业对
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深度
合作，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让
村民们的钱袋鼓了，贫困地区的“帽子”

也如期摘掉了……如
今，甘肃“两县一区”
黄土地上满是生
机与活力，村
镇乡里满是
笑 意 与
幸福。

聚力脱贫攻坚 托举稳稳幸福

“咱河西从摘地就一直和我们沟通，
去年国庆节后一上班，服务组就为我们
量身定制了一份项目审批流程图。”华宇
集团京津冀区域负责人白璧对河西闪电
般的政务服务效率赞不绝口。

2020年9月30日，重庆民营企业
华宇集团摘得河西小海地一地块。河
西区政务服务办迅速启动项目跟踪机
制，摘地一小时后启动跟踪对接、15天
办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从28个工
作日，到26个工作日，再到15个工作
日，河西区不断刷新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到发放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最快纪录，
以最大的热情、最优的服务、最高的效
率在项目审核、企业开办等方面实现质
量效益同步提升。河西区在全市率先
推出承诺事项负面清单和“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服务，落
实工程建设项目“一口受理”，成功打造
全市“行政审批改革先锋示范区”和“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区”。

优沃土壤栽就梧桐树，自当引得凤
凰来。河西区在推进“放管服”改革、
“一制三化”、“证照分离”改革中的探索
实践，逐步造就了营商环境的金字招
牌，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进驻。全区129座商务楼宇综合入驻
率保持在85%以上，楼宇企业留区税收
占全区税收收入60%以上，留区税收千
万元以上楼宇46座，位居全市首位。

2020年11月初，国家组织冠脉支
架集中带量采购在陈塘科技商务区开
标，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
至700元左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

也是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
办公室实施的联合集采“第一单”，如此
高规格、重影响力的联合集采选择在河
西区举行，得益于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
迁址河西。引进天津市医采中心，全力
服务好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
购相关事宜，是河西区积极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切实
举措。近年来，河西区完善与中央单
位、北京市的对口承接机制，出台支持
重点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
政策措施,聚焦金融、设计、科技、新能
源等领域，瞄准人工智能、互联网+、大
数据等高成长性行业，全力打造京津冀
地区京外最优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
和数字经济集聚区,累计引进京冀企业
460余家，新引进国内外500强企业50
家，总数达143家。中国交建京津冀区
域总部、中国交建京津冀投资发展公
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二总部、中
交智运、中电科半导体、新天钢集团等

一批优质企业落户，京津冀协同发展实
现从项目引进到设计产业集聚的重大
突破。

去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河西区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发展质量和效益并重，全力夯
实城区幸福根基。全区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由2015年的0.0:8.3:91.7调整为
2020年的0.0:3.9:96.1，服务业成为经
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其中，金融业增加
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44%，全区金融
机构800余家，总部及地区总部机构
104家。一串串数字背后，是河西区升
级加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
索和创新尝试。

坚持高质量发展 夯实幸福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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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描绘幸福画卷
——河西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工作纪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在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河西区以民为
本，善作善成，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一
路高歌、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用人民至上的
信念描画出一幅人民生活幸福的生动画卷。

话及民生，犹如沐浴和煦的春风，
不仅温润着携手脱贫奔小康的西部地
区农牧民群众的心田，也让生活在河西
的居民们感受着安心、舒心、放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有所养、幼有
所育工作。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河
西区也着重做好“一老一小”的各项工
作：每年集中力量做好民生事业、着力
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优质均衡教育
加速发展，让每一位河西学子受到更好
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完善的
养老服务体系、更细致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一连串的惠
民为民举措落地实施，河西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我听说今天社区也能办卡，所以

早早就来了。现在我也能在家打电话
约服务、下楼就吃热乎饭了。”今年72岁
的宋奶奶高兴地说。原来，越秀路街恩
德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即将投入
运营，社区工作人员和养老服务专员为
有需要的社区老人办理发放“河西区居
家养老服务卡”。一张居家养老服务
卡，卡面上写着85858590养老服务热

线电话，传递给生活在河西区老年人的
是满满的关爱。

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是一项涉及千
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民心实事。河西
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启动以来，
突出“居家”要素，紧扣老年人最直接
的现实需求，设定服务半径0.7公里的
“15分钟服务圈”，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了河西区区养老服务中心和26个街、
社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多个居家
养老服务站点，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让老年人从家到养老服务设施，最多
只需步行15分钟，在这一区域内便可
享受到生活照料、助餐送餐、康复保
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家政服务、紧
急援助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实现“家
门口养老”，也感受到了幸福夕阳生活
圈的温暖。

目前，河西区各级居家养老服务载
体，能提供现场制餐的中心和站点累计

20余个，日助餐量近2000份；通过嵌入
“健康驿站”，引入医保专线，给老人提
供医疗服务并逐步向家政、助洁、助浴
等方面延伸；为本市户籍且生活在河西
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实名办理河西
区居家养老服务卡；拨付专项资金近
500万元，为全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
买意外伤害险；发挥“三维防护”等机制
作用，构筑起一张无形却稳固的老年安
全防护网。
“当初填报这所学校，是因为了解

到这里属于新华中学办学集团，离家还
近。新华中学严谨的办学理念以及深
厚的文化底蕴我们认同。”闫羽佳的妈
妈翟智慧这样说道。

一直以来，“首善教育”始终是河西
一张靓丽名片。河西区坚持优质教育
扩容提质，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2020
年累计新开办的学校幼儿园达26所，新
增学位超过2.2万个，超过九成覆盖城
区东南部片区，极大程度改善了城区
“北密南疏、西强东弱”的区域教育发展
格局。集团化办学模式让上海道小学
等老校、名校的分校顺势而起。全区3
个中学办学集团、5个小学办学集团、6
个幼儿园办学集团规模不断扩大；10个
民办事业单位日趋成熟；2所中学、8所
小学与高校合作办学机制进一步完
善。一串串数字诠释着河西区铸魂育
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河西区共有 9万余名学子，面对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学生
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期间，全区
教育系统党员、干部、教师、职工，齐心
协力、共克时艰，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

控各项要求，用好河西教育在线课堂平
台，提供“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3万
余课时课程资源，让每名学生在家也能
享受优质教育。

倾心倾情倾力付出和加倍努力，换
来了百姓的幸福笑脸。“十四五”新征程
开启，河西区奋进前行步伐更加坚定，
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城市面貌显著改
善，民生福祉全面增进，品质城区、幸福
河西的斑斓画卷正徐徐展开。

瞄准“一老一小”守护民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