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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赤城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
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通过实
施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
生态产业、优化生态环境等方式，探索出一条贫
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
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新路径。

加强思想指导，在转变观念中形成生态扶贫
共识点，坚定走绿色发展、生态兴县之路的信心

跳高找站位。赤城县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
位置，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
作用，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
实惠。坚持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生态资源优
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既保住绿水
青山，又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让贫困群众通过参
与生态产业发展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跳出找定位。赤城县生态优良，森林覆盖率
57.57% ，草 场 面 积 484 万 亩 ，林 草 覆 盖 率
83.11%，是首都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和天然“氧
吧”、全国首批 100 个绿色小康县之一。2019 年
以来,县委、县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快速形
成了发展新局面。按照市委对经济发展提出的
做好“转型、承接、生态”三篇文章要求，赤城县立
足“两区”建设定位，以生态脱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工作主线，牢牢坚持“一个总揽”，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突出“一条主线”，以生态
扶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主题、主战场，为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跳远找方位。党中央对绿色发展的高度关
注和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让赤城迎来了发展
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更符合赤
城实际，更符合精准扶贫，更符合农村改革发展
的新要求，赤城县紧紧围绕坚定政治站位、政策
引领、思维导向，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充分考虑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共赢，推动绿色发
展，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强化政策引导，在生态建设中找准生态扶贫
结合点，坚定走生态强县、生态富民之路的决心

优化生态环境，打造宜居家园。为了彻底解
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现象，县委、政府统筹安排，
标本兼治，立足长远。一是全面开展农村生态环
境整治行动。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攻坚行动，每个
贫困村列支 30 万元，大力推进垃圾清理和村容
村貌提升，彻底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同
时，将村庄绿化纳入全县造林绿化总体规划，实
现“一年变净、两年变绿、三年变美”目标。二是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贫
困村和非贫困村统筹起来，按照同一标准同步规
划、有序推进，利用 2年时间补齐短板，有效提升
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三是有序实施空心村治理
工程。结合土地增减挂钩项目，2019年度完成2
个空心村的治理，4年内完成61个空心村治理任
务。四是实施“矿山复绿”工程。按照“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先易后难、注重实效”原则，推进

“矿山复绿”专项行动，大力开展矿山生态植被恢
复治理工程，国家和省、市财政及矿山企业累计
投入资金2亿多元，实施工程绿化1.43万亩。

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夯实扶贫基础。组织
动员贫困人口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提高贫
困人口受益程度。一方面，实施造林绿化工程
99.21 万亩，总投资 13.94 亿元，覆盖 194 个贫困
村，占贫困村总数的 83.6%，雇佣贫困人口务工
2000 多人次，向贫困户发放土地流转资金 25 万

多元；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总投资 947.38 万元，惠及 6 个乡镇 7 个
村，3274 人；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程，治理面积 150km2，总投资 9750万元；实施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投资 8483 万元，完成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面积 288km2，一系列高标准的生
态工程建设，有力改善了贫困村生态环境，提高
了贫困群众收入。另一方面，以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为契机，与北京在生态治理项目、
发展节水农业项目、京冀水源林保护项目等方
面 展 开 深 入 合 作 ，促 成 一 系 列 合 作 成 果 。
2016—2018 年共争取帮扶资金 13382.39 万元，
申报对口帮扶项目 10个。

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充分利用贫困村的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积
极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一是实施公益
项目补偿。依托国家、省级重点公益林项目和停
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项目，优先向贫困村、贫困
户倾斜，增加生态补偿收益。国家重点公益林项
目，总投资953万元，惠及贫困村82个，贫困人口
57 户；省级重点公益林项目，总投资资金 497 万
元，惠及贫困村 114 个；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
项目，总投资45.3万元，惠及贫困村15个。二是
抓好京张协作对口帮扶补偿。北京市在赤城县
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4950 万元；

“十三五”期间，每年安排支持赤城县发展农业节
水补助项目资金 2240 万元；投资 1.55 亿元支持
赤城县建设 18万亩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这些
项目的实施对赤城县推进“两区”建设，构建京津
冀生态一体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构建
“5+2”扶贫产业体系，即5个特色种养富民产业：
精品苗木、中药材、特色养殖、杂粮杂豆、食用菌，
2个传统主导优势产业：错季蔬菜、乡村旅游。形
成了“2 环 3 带 18 个示范区 50 家市级龙头企业”

（2 环：环北京自然生态旅游区、环冬奥冰雪温泉
旅游区；3 带：白河露天蔬菜产业带、红河设施蔬
菜产业带、黑河特色养殖产业带；18个示范区：全
县 18 个乡建成 18 个示范区；50 家市级龙头企
业：打造 50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旅游
重点企业）的扶贫产业格局。一是建立“产业+基
地”示范区。重点推进“五项工作、八家园区、十
个示范点”建设，做足产业扶贫文章。五项工作，
即网络大数据演示平台及展示馆、档案馆建设，
异地扶贫搬迁，空心村治理，农村环境整治，成立
孝善基金；八家园区，即云州乡康绿达菌业，东卯
镇金珠满江鸡纵菌业，样田乡华耐设施蔬菜，样
田乡盛丰设施蔬菜，样田乡九龙湾田园综合体，
马营乡弘基农业甜瓜，后城镇龙和农业草莓，田
家窑镇鲜利蔬菜冷链物流八家示范园区；十个示
范点，即产业、就业、光伏、生态、旅游、医疗、教
育、文化、电商、京冀合作项目十个示范点。二是
探索“旅游+生态扶贫”产业。推进海陀小镇、百
龙新雪国、燕阳集团体育度假小镇、黑龙山文化
生态旅游等项目建设，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海陀小镇项目总投资70亿元，整村搬迁3个贫困
村和 2 个非贫困村，项目征地 4596 亩，惠及贫困
户 359 户、1043 人，户均增收 40 万元，村集体年
底分红。引进北京燕阳控股集团，启动总投资
150亿元的冰雪体育度假小镇项目，带动10个村
1947 户、4372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三是发展
清洁能源扶贫。2018 年，在 40 兆瓦集中式光伏

扶贫电站和11.7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基础上，
新建30兆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和44.1兆瓦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带动 7320 户贫困人口年均增
收 3000 元。总投资 3000 万元的国华风电扶贫
开发项目，目前已与国华公司达成意向。四是创
新产业脱贫合作模式。村企合作脱贫模式：马营
乡人民政府引进河北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弘基
公司，投资 1000 万元，联合建设占地 3200 亩的
马铃薯种植扶贫基地，合作期十年，年底红利公
司与合作社按 4∶6 分成。基地全部采用现代化
耕作模式，机械作业，连片经营，亩均增收500余
元。覆盖带动贫困户214户、412人。“公司+合作
社+农户”脱贫模式：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按照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建设模式，引进北京华耐
和盛丰2家龙头企业，组建合作社5家，带动种植
大户38户，流转土地2万余亩。

增加生态公益岗位，助力精准脱贫。针对
“无劳力、无资金、无稳定收入来源”的“三无”贫
困户，及时纳入社保兜底保障，通过提高农村低
保和特困供养人员救助标准、全面落实残疾人福
利保障政策、“基本医疗+大病医疗+医疗救助+
惠民保险”四重保障线一站式结算等措施增加贫
困群众收入、减少贫困群众支出。针对有劳动能
力贫困群众，一方面，将其纳入到产业就业扶贫
中来。2018年投入扶贫资金1659.57万元，安排
扶 贫 产 业 项 目 261 个 ，惠 及 贫 困 户 8831 户 、
19493 人。另一方面，在 500 万元国家生态护林
资金基础上，县财政每年投入 2000 万元，选聘
694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年人均增
收3600元。累计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生
态护林员公益性岗位5322个。

注重机制督导，在推进精准扶贫中找准生态
扶贫发力点，坚定走扶贫总揽、脱贫攻坚之路的
恒心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出台《赤城县扶贫
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明确了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谁主管谁负
责，谁牵头谁负责的责任体系。四大班子成员全
部纳入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1个
指挥部，20个工作专班，领导小组集体决策、指挥
部协调调度、工作专班具体推进、乡镇部门合力
落实。县委、县政府综合运用研究、会商、调度各
项机制，推动全县上下各司其职、步调一致、令行
禁止。

压实驻村帮扶责任。制定驻村帮扶请销假、
考勤打卡、工作例会、公开晾晒等 14项驻村帮扶
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

加强扶贫政策培训。召开县乡村三级万人
培训大会，邀请省扶贫办领导对全县干部进行集
中培训；邀请广平县政协领导对全县干部、驻村
工作队进行专题培训；邀请广平县 6名扶贫干部
到赤城县逐乡镇、逐村指导基础档案规范提升工
作。

完善结对帮扶机制。全县 112 个单位 4832
名机关干部与32058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实
现全县党员干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全覆
盖。县乡村三级分别成立帮扶责任人临时党组
织，将每月 10 日定为全县集中入户“防贫日”。
通过扣紧责任链条，充分激发全县干部“担当、实
干、精准、高效”的工作作风和“激情工作、事争一
流”的奋斗精神。

数据来源：赤城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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