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扶贫馆，群众很欢迎|南开区不断丰富对口帮扶地区消费扶贫
产品馆商品种类，在积极加大东西部扶贫工作力度、售卖被帮扶地区特
色商品的同时，更丰富了津城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

|消费扶贫进社区|南开区开展消费扶贫进社区活动，调配组织对
口帮扶地区的特色产品到社区售卖，让居民群众就近实现消费扶贫
的意愿。

南开区对口帮扶地区消费扶贫产品馆开张纳客，市民踊跃采购甘
肃特产。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秦团庄乡环
芪康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
人在加工中药材，合作社按照
“331+”现代产业扶贫思路，整合扶
贫资金，建立“合作社+村集体+贫困
户”三方利益联结机制。

2020年7月23日南开区援派
医护人员在夏河县开展精准扶贫医
疗下乡巡诊志愿活动。

2017年以来，南开区委、区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市委
决策部署，坚决把助力受援地区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作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践检验，坚持“升级加
力、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工
作思路，倾情倾力、尽锐出战，截至目前，
帮助环县、庆城县和夏河县脱贫摘帽。

南开区坚持把“两不愁三保障”作为
检验脱贫工作的“硬指标”，紧盯受援地
区最困难、最薄弱、最急需的问题，持续
发力、精准聚焦，助力受援地区精准脱
贫。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7亿元，支持重
点项目70个，资金下达率100%。

聚焦义务教育
帮助贫困人口拔掉穷根

“从祖国西北来到沿海开放的大城
市接受优质教育，虽然远离家乡、远离草
原千里之外，但有了学校、老师、同学无
微不至的关心和呵护，让我们感到如家
般的温暖……”不久前，南开大学附属中
学八年级学生才让扎西在作文中书写下
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是一名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夏河县的藏族学生。根据南开区对口
帮扶夏河县的总体合作框架协议、专项
帮扶合作协议和区教育局的统一部署，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自2017年9月起启
动实施“智援甘南”项目，至今累计已有
56名夏河学子陆续来到学校随班就读，
享受到了南开区优质教育的滋养。
“我们为夏河学子选派了最优秀的

教师和班主任，大家都亲切地称这些远
道而来的孩子为‘甘南宝贝’。”南开大学
附属中学初中德育主任马志勤介绍说，

“学校还组织党员教师与夏河学子们结
成‘大手拉小手’的对子，无微不至关心
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针对“甘南宝贝”学习基础等实际情
况，南开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们时常放弃
个人休息时间为孩子们耐心细致地补习
功课，从知识上帮助他们树立学习自信，
以便更好地融入集体。学校还发挥在心
理教育等方面的特色所长，安排心理教
师定期为夏河学子开展心理讲座，进行
心理疏导，让他们从心理上、情感上主动
融入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丰富课余生
活，学校还专门为甘南学子开设了舞蹈
课、合唱课、管乐课，从情感上帮助孩子
建立归属感。
“目前有42名学生在我们南开大学

附属中学‘南开夏河班’学习生活，我们
对这些‘甘南宝贝’们精心呵护、悉心教
育，希望让他们远在千里之外，也能感受
到家一样的温暖、亲人般的关爱。”南开
区教育局扶贫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扶
贫必先扶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
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据悉，南开区投入财政资金2734
万元，支持26所学校进行升级改造，帮
助环县合道镇中心小学整体搬迁，提升
了学校的软硬件水平。连续举办两届京
津冀甘四地基础教育论坛，开展“组团
式”结对帮扶，实现小学、初中学校结对
全覆盖。同时，利用直播平台，开展相遇
“云动”、携手同行主题培训，形成了新时
代两地“同窗情”。
“我要加倍努力学习，早日成长为栋

梁之才，回去建设我美丽的家乡，让她和
天津、南开一样美！”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七年级学生肖龙的一席话，代表了“甘南
宝贝”们的共同心声。

聚焦住房安全
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安居梦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是每一名贫困
群众发自心底的愿望。南开区把改善贫
困人口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底线任务，作为牵肠挂肚的
大事情，先后投入帮扶资金3893万元，
用于安全饮水、市政管网、危房改造等基
础设施建设。南开区协助环县建设了集
体公租房16处，向154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兜底建房补助。

庆城县驿马镇杨湾村的贫困户邵维
玉夫妻身患残疾，家里几乎没有稳定劳

动力，去年3月份，家中失火造成经济损
失8万多元。收到募捐救助函后，南开
区第一时间安排区慈善协会汇款5万
元、补齐灾后重建资金缺口，6月份一家
人已经住进新房。此外，坚持以水润民
心，帮助环县建设集流场窖352处、集中
供水点12处，帮助深度贫困村建设蓄水
池100处，让贫困群众喝上了“安全水”
和“幸福水”。

聚焦基本医疗
帮助贫困人口筑起健康防线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医疗帮扶是本市帮扶甘肃的重要内容。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来自本市南
开区的医疗队伍，克服各种困难，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解除了很多百姓的
病痛，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的优
质医疗服务，解决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
的问题，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感谢。

38岁的罗鹏是南开区黄河医院骨
科的主治医师。他刚到夏河县人民医院
没几天，就为当地一名居民进行了骨科
手术。当时这名居民不慎摔断了手臂，
要在过去，他要到兰州的大医院进行治
疗，光路程就需要半天时间。而罗鹏运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精心为这名患者进
行了手术。术后，这名患者恢复良好，还
专程来医院向罗鹏献哈达。短短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罗鹏已经为多名患者进行
了骨科手术，消除了他们的肉体之痛，也
让他们避免了长途跋涉之苦。

据介绍，南开区把健康扶贫作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战役，投入财政专
项资金1861万元，帮助改造受援地区
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机构，提升诊疗
水平、改善就医环境。选派该区54名
骨干医生开展援助帮扶，开设内分泌代
谢病、儿童哮喘、中医全科等特色门诊，
让贫困人口有地方就诊、有医生看病。
“黄河医院医疗帮扶人员在夏河县人民
医院，普及骨科微创技术，开展临床代
教，门诊量和手术量大幅提高，得到群
众的欢迎和认可。”南开区卫健委扶贫
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还先后接
收200余名医护人员来南开区进修深
造，帮助提升专业能力，通过手把手教
技术、面对面传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
骨科、眼科、妇产科等专业的医师团队，
尽最大努力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队伍’。”

密织甘肃三县幸福网打赢脱贫攻坚战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去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脱贫攻坚如何做到不落下一个

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如何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在这场重要战役中，南开区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以“闻鸡起舞正当时”的
状态，以“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担当，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做足产业帮扶大文章、积聚社会各方力量、深化交流凝心聚力，南开
区对口帮扶的甘肃省环县、庆城县、夏河县均已全部脱贫摘帽，其中环县提前一年退出贫困县序列，交出了脱贫攻坚南开答卷。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为做好新形势下的
扶贫工作，南开区在“精”字上下苦
工，在“准”字上寻求定位，在“扶”字
上有新突破，在“深”字上见真成效。

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带动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2018年以来，共
采购受援县消费扶贫产品近 2亿
元。积极推进“三专一平台”建设，在
天红复康路菜市场、新疆商会大厦
等地设立消费扶贫馆、消费扶贫柜，
在大悦城、鲁能城等商业综合体开
展消费扶贫主题活动，让优质的特
色产品有稳定销售渠道。针对农牧
产品“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南开
区与环县共建电子商务园区，邀请
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展培
训，打造“产业+消费”线上模式，让
特色产品越走越远、名声越来越响。

扶贫没有旁观者，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南开区积极鼓励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形成了以爱心为纽带，社
会多方参与的联动格局。据统计，
三年累计募集社会捐赠款物5783
万元，每一笔都用在最急需的地方、
最急需的人群。
“我们通过‘万企帮万村’活动，

动员全区企业献智出力，主动投身
脱贫攻坚工作，三年来区内112家
企业，累计捐赠资金2000余万元，
帮助 260余个贫困村实现精准脱
贫，受益村民超过4.5万人。”南开区
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受援县在线教育软硬件设施
不足，“一起教育”得知后，及时为受
援县定制在线课程，确保中小学“停
课不停学”；大鹏超市牵头一批爱心
企业，捐资100万元，为环县耿湾乡
万家湾村建设小康桥，解决群众多

年出行难题；天津集翔集团、英信科
技集团等企业出资150万元，参与
贫困户危房改造、蓄水池建设，让贫
困户喝上干净水，住上“暖心房”。
“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南开还有很多，
他们心系贫困地区、牵挂贫困群众，
以不同方式帮助受援地区脱贫攻
坚，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
担当。”负责人欣慰地说。

扶贫扶根，帮扶帮心。南开区
与受援县远隔千山万水，却因对口
帮扶、携手发展而结缘。据统计，三
年来，南开区委、区政府党政班子主
要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当地考察交
流调研22次，受援县党政代表团来
津回访44次。“我们建立灵活高效
的联络机制，动态掌握最新情况，及
时解决有关问题，切实提高扶贫协
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同时，配强区
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
组，去年新增了4个成员单位，工作
力量进一步充实。”南开区合作交流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党政干部、
专技人才等交流交往的不断深入，
双方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双方围绕
财政资金项目、特色产业发展、人才
支援合作、建立脱贫长效机制等方
面一起调研、一起谋划、一起落实，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有序进行形成了
“两地一家亲，浓浓手足情”，与受援
地区一起迈入小康社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南开区将继续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要
求，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
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以更大
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巩固脱贫成
果，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聚焦突出问题织密群众“幸福网”

在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州凤和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无菌灌装车间里，一瓶瓶
清澈的野山杏植物饮料经过传输带输送
到包装车间，打码贴标，定量装箱，入库出
库进入市场。烂在山上没人要的野山杏，
经过植物萃取等深加工和高温灭菌罐装，
变身年产3600吨的无添加健康型饮料
——“杏致”植物饮料，成为天津南开区立
足对口支援县资源禀赋，积极搭建帮扶平
台，引导产业合作的成功案例。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南开区
把帮助发展产业作为稳定脱贫的长久之
策，坚持在精准上下功夫，积极吸引符合
当地产业发展的企业投资兴业，通过延伸
产业链拓宽就业链，通过创新供应链连接
消费链，不断增强受援地区造血功能。

据介绍，2018年以来，南开区多次
组织区内企业赴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

环县等地进行对口帮扶考察和电商项目
培训。在实地考察中，南开区企业天津
卫小嘴儿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发现，当
地有不少农特产品，因为缺乏研发技术
和市场前瞻性不足造成滞销。经过前期
考察及后期产品研发，2019年，区、企激
发创意，正式打造杏子健康型饮料。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建设，我们已经

拥有国内目前最先进的植物萃取和高温
灭菌罐装技术，无添加的饮料制品年产
3600吨成品，主营产品‘杏致’植物饮料
5月投放市场，预计销售额达3600万
元。”天津卫小嘴儿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除了植物饮料，公司还与南开区对
口支援地区联合，进行高品质的经济农
作物及中草药材开发，打造系列产品，其
中以安神宣草茶为主打的两款冲泡茶包
产品已建立生产线，年产量约60万盒，

预计销售额在3500万元。“目前，系列对
口支援特色产品，已与美团、58同城、天
津航空等平台企业达成意向协议，接下
来将拓展渠道，提升品牌价值，让更多贫
困户尽快致富。”

去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南开区
找准受援县优势、因势利导、用项目带动
当地致富。南开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们结合庆城县中草药种植，引入
同泰神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000
万元发展中草药产业，引导区属医疗机
构对接采购，让中草药产业成为当地群
众致富的‘良方’。引入天津大行道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在夏河投资1000万元，
制作了《少年登巴的故事》，以动漫形式
讲好藏族经典故事，成为当地一张亮眼
的文化名片。”据统计，截至目前共引进
15家企业，累计投资达8350.2万元。

此外，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脱贫途径。南开区与
受援县一起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帮助
群众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仅去年以来，就
通过产业带贫5250人，通过建立的44个
扶贫车间，吸纳就业519人，为当地群众
铺就了一条长久的脱贫路。该区坚持开
展致富带头人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项发家
致富技能和创业本领，已经有167人实现
创业，带动贫困人口1411人，形成一人创
业、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

做足产业帮扶大文章狠下精准“绣花功”

画好帮扶“同心圆”
携手并进奔小康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夏河班”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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