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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大枣、阿布都拉馕，灵台米香
醋、亚麻籽油，秦安大红袍花椒、苹果
花蜜……在2020年津南区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地区农特产品展销

会上，300多件农特产品摆满
展柜，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前来购买品尝。

新疆特克斯砺
剑锋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是参展的
26家商户之一，
自2006年创办
以来，企业开
辟了苹果、樱
桃、黄芪等多
个种植基地，但
是产品却很少
走出大山。公司
销售负责人朱新燕
说：“去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及销路不

通，我们公司在伊犁储存了
20吨苹果，这次展销会运来
了10吨，两天时间就销
售了1吨，特别感谢津

南区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平台。”
就在这次展销活动中，这些“远道

而来”的新鲜土特产实现了日销售额
近16万元，他们还被免费运送到何庄
子阿米玛玛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打
组”售卖，市场也为客商们预留出600
平方米保鲜库及冷库保证特产鲜度。

目前，供销万家菜市场辛庄店等
近30个标准化菜市场均根据实际情
况将全国扶贫农特产品“搬”进了菜市
场，新疆骏枣、隆化果干、秦安藜麦、灵
台苹果，优质农产直接面向市民。

为了解决贫困县农特产品销售渠
道单一、信息滞后等问题，津南区还设
立了灵台展销、秦安展销等线下扶贫
“微仓体验店”，精选百余家优质合作
商户。

津南区扶持的扶贫电商平台“农
晓时”，承接了国务院扶贫办联合阿里
巴巴消费扶贫专区的“天津创新体验
中心”的运营工作，成为全国首家专区
创新体验中心。

新经济、新业态为扶贫注入新动
能。“津城献爱心、精准助脱贫—天津市
消费扶贫云签约”津南分会场活动中，

总签约额达7650万元。在2020年《老
乡别急，我们帮你》网络助力脱贫攻坚
“直播带货”活动（津南专场）中，两小时
内，有近10万名网友通过津云抖音直
播间和“津云”客户端观看，截至直播结
束，销售额达到1121万元。

以多元化新型消费业态促进贫困
地区精准脱贫，自2017年以来，津南

区已累计协助各受援地区向全国销售
农特产品超6亿元。
心手相连稳战脱贫攻坚，倾力帮

扶决胜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是一场硬
仗，从产业帮扶、扶智扶志、社会救助，
到深度协作、人才输转、消费助力，津
南的扶贫正不断孕育出共同富裕的
“硕果”。

携手战贫筑梦小康
──津南区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纪实

津南区全区上下干部群众切身体
会受援地区百姓“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的深切期望，“昆仑巍巍，千山缥缈，秦岭
纵横，燕山连片，渤海浩瀚，山有呼唤，海
有回应，山呼海应，落地有声。”津南区坚
持一个目标总引领，两条战线相交叉，四
类战区广覆盖，六项战法凝合力。顶层
设计强化推动，帮扶力度持续加大，参与
范围逐步扩大，覆盖领域完善延伸。坚
持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从政策、资
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对受援地区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
帮扶，探索出了“津南战法”，突出了“津
南特色”，打造了“津南亮点”。

当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洁白
的云朵在蓝天飘过，甘肃省秦安县
中山村的百万蛋鸭养殖场内，村民
们开始忙着收鸭蛋。
“过去当过铁路工人，干过建筑，也

跑过运输……收入忽高忽低，拼命工作
工资也不过4000元。现在，除每月固定
收入3960元外，运货、铺草、卸料等各项
杂活另算，到手合计5500元，终于摘掉
了‘贫困帽’。”村民李进忠欣喜地说。
从朝不保夕到手端“铁饭碗”；从

只身在外到一家合欢，村民们说是党
的好政策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跨越川塬，情系山海。中山村的

变化只是津南区深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一个缩影。
自2017年以来，津南区与河北隆

化，甘肃秦安、灵台，新疆策勒四个受援
地区的帮扶协作不断探索新模式、好招
法，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帮扶工作，大大促进了受援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
“十三五”期间，津南区共向四

个受援地区累计拨付各级财政资金
5.89亿元，动员社会力量累计0.93亿
元，带动四个受援地区全部脱贫摘
帽且贫困人口清零。

“幽谷稻米”惠就产业扶贫之路。
河北省隆化县境内流淌的滦河水供养

了几十年天津人，隆化又有“华北绿肺”的
美誉，然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客观条件，
却长期制约着当地产业高效发展。
“没有适合的存储条件，作坊式稻米加

工不够精细，影响了品质。”提起早前的水
稻种植，隆化幽谷生态稻米基地技术负责
人张利富说。

怎么把当地独特富集的气候和自然资
源利用起来，既创造经济价值，又兼顾社会
效益？几年来，津南区聚焦“生态涵养”与
“高附加值”两个关键词，持续投入扶持资
金，帮助隆化县升级技术研发。
“天津市和津南区为我们先后投入700

万元，扩大种植规模，引进水稻联合收割
机、优质大米加工生产线，还无偿赠送给我
们天津优质小站稻种，试验示范种植。”张
利富说，“如今，我们幽谷稻米基地已由
2017年的600余亩发展到现在的5000亩，
并且通过‘炒土育秧、沼液浸种、地膜插秧、
沼液施肥’等核心技术，培育出五代原生态
胚芽米。去年水稻亩产达到300公斤。”

有了资金与技术的注入，幽谷生态稻
重获生机，成为实现当地脱贫致富“产业支
柱”，有力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
武器”。带动隆化县500多户贫困家庭通
过流转土地、产业分红等途径完成了脱贫，
并将红利带给周围的3个乡镇、10余个村，
帮助更多农户实现增收。

生态养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自2016
年以来，幽谷公司率先聘用贫困或残疾人
群，累计安排5个乡镇11个行政村的400
余人就业，发放薪金300余万元，发放土地
流转租金 200 余万元，带动了 400 余户
1000余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帮助5个残疾
人实现顺利就业。

与生态稻一样，津南区还投入了500万
元引进天津百利种苗培育有限公司的高端蔬
菜种植和管理技术，助力建成占地230亩的
隆化水培蔬菜产业园，年产量是普通设施蔬
菜产量的10倍，蔬菜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

在产业园带动下，目前已有200多名
贫困人口尝到了产业化脱贫的“甜头”。“我
家有2亩地，流转后，每年有1600元租金，
分红保底3000元。园区离家不到2公里，
骑自行车上班，每月还能挣到2000多元薪
金。现在的好生活，放在几年前，想都不敢
想。”隆化县蓝旗镇蓝旗村村民陈秀萍说。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长久之计。津南
区通过深挖当地优质资源，扶持建立扶贫基
地，让贫困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3年来，
已累计为4个受援地区引进了隆化幽谷生态稻
米基地、水培蔬菜产业园、藏香猪养殖项目、手
工花微工厂，秦安县蛋鸭养殖基地，灵台港峰
门窗基地、灵台矮砧苹果智能分拣线，策勒博
斯坦乡绒山羊养殖品种改良基地扩建项目等
具有“造血”功能的带贫企业50多家，这些企业
立体化帮扶，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远销全国
甚至出口海外，打响了扶贫产业“金”字品牌。

产业协作播撒“造血”金种子
在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的山村

小学，数学老师要教体育，语文老师
需兼授音乐，孩子们接受全科教学
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跨校学习、路
程远、校区分布散，困难重重。

2019年起，津南区分两批投入
1750 万元帮扶资金打造莲花（津
南）教育园区，将教师集中在一起进
行教研和食宿管理。原莲花中心小
学和莲花中学的教师资源力量不
变，而是对照镇内的各教育点位统
一由专车输送教师到学生“家门
口”，教学方式变学生“走读”为教师
“走教”，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开不齐
的难题得以破解。

去年秋季学期，莲花镇19个行
政村的16所学校，2624名学生开始
享受全新的教学模式。这不仅让孩
子们开心不已，更让年轻教师们充
满了希望。90 后教师李婷婷说：
“对比着以前用石头垫高的单人床、
用炉子临时支起的灶台和一张摆满
教材的窄书桌，现在70多平方米的
宿舍好似‘殿堂’。而且不用兼授学
科，我能有更多的精力专心做课程
研究，真好！”

扶 贫 先 扶“ 智 ”，扶 贫 必 扶
“志”。村民们只有富了脑袋，才能
鼓起钱袋儿。为了鼓励和引导教育
医疗等专业技术人才向贫困地区基

层流动，3年来，津南区共选派各类
专技人员 200余人，为四地培训教
育、医疗人才超过4000人次，助力
打造一支支带不走的教育、医疗专
业队。
“智”“志”双扶的重要一环，还

有劳动技能的熟练掌握，这不仅要
政策、资金的输入，更需方法和理念
的拓展，如此，乡亲们的“铁饭碗”才
会端得稳。

津南区农广校采用“理论授
课+现场教学+专家指导+生产实
践+座谈交流”的灵活模式，连续3
年开展农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深
入策勒县津南新村温室大棚，辅
导灵台县苹果精细化栽植，“手把
手教+跟踪服务”，目前已累计投
入资金 300万元，培训四个县的致
富带头人 1786 人，辐射带动近 2
万人脱贫增收。

劳务输转作为津南区实施精
准帮扶的重要途径，目前也已形
成有针对性的“定单、定岗、定向”
式培训，在强化政策补贴、宣传引
导、专场招聘的基础上，依托区内
“智”造企业和当地实训院校技术
优势，孵化优育技术“蓝领”。几
年来，津南区已累计开展劳务培
训 100多期，输转贫困劳动力就业
超过5000人。

“智”“志”双扶激发带贫内生力
一张新书桌、一套百科全书、一

辆自行车、一双运动鞋……对于普通
家庭的孩子来讲，这些都是随时可得
的小礼物，但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
说，却成了奢望。
为满足孩子们的这些微心愿，

团区委自2017年启动了“点亮微心
愿、守护微梦想”等品牌公益项目，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京津两地社会组
织、志愿者团队共赴隆化、灵台、秦
安等受援地区，帮助当地青少年完
成小心愿，将爱的种子播撒到贫困
孩子心中。
在隆化县张三营中学，小艳玲于

不久前领取到了崭新的羽绒服，在荒
地乡中心小学，小欣宇收到了漂亮的
保温杯，丁丁和珊珊渴望的点读机和
电话手表相继到货。“‘微心愿’项目
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在‘微’字上，降
低了公益项目的门槛，吸引了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其中。”团区委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
目前，团区委已经通过整合多方

资金、延展品牌内容、常态线上认领
等方式，将“微心愿”项目实现数从最
初的 112 个逐步扩展到 12000 余
个。此外，团区委还开展了结对帮
扶、亲情陪伴、公益课堂等“微心愿”
子项目，进一步勉励贫困孩子乐观向
上，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

为的新一代青少年。
精准扶贫，困难家庭需要的不

仅仅是经济关怀，更多的是注入人
文温暖。

在津南区博能康复医疗中心——
阳光天使之家，来自帮扶地秦安县的
27名脑瘫、自闭症患儿被接来进行免
费治疗，他们的食宿也都由爱心企业
全部包揽。

这里，20名来自全国的专业康复
师利用各自细分领域的特长，开展感
觉统合训练、引导式教育等10余项
“定制化”康复课程，同时配以多维音
乐社交训练、康复医学医疗评估、智
能康复训练机等100余种先进的康
复设备帮助患儿治疗。短短一年的
时间，已经有多名孩子康复出院。

自闭症患儿垚垚的母亲回忆道：
“在阳光天使之家，我和孩子感受到
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康复师懂我们家
长难以开口的无助，更懂得如何用专
业技能让孩子们快乐地接受治疗。”

倾心倾力倾情，关注贫困地区百
姓冷暖，在通往全面小康的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津南区一批又一批的党
员干部、爱心企业家、志愿团队始终
不遗余力，携手联动，深化认亲结对、
时常问暖，探索智慧扶贫、出招献力，
每一句感谢、每一幕温情，都凝聚成
了一个个精准扶贫的暖心缩影。

心手相牵融聚各界汇大爱

特产展销线上线下“不落幕”

陇上鸭舍——建在山坡上的百万致富鸭
天水市秦安县的津南区帮扶秦安县的百万蛋鸭养殖基地学会一种技能带富一个家庭

天水市秦安县的津南区咸水沽镇帮扶
秦安县康坡陶艺扶贫车间工人正在描绘彩陶

蔬菜基地种出幸福生活

文字 杜洋洋 摄影 王辉永 董莹莹 沈欣 李国正 张百川

隆化7000亩优质小站稻田

津南区博能康复医疗中心——阳光天使之家的创办人贾秀芳探望康复儿童

津南区帮扶干部探望结亲帮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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