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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京市海淀区与河北省赤城县签署
《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明确双方建立高层联席会议
机制。确立结对帮扶关系以来，两地保持高度的工作
默契和紧密的情感联络，双方领导互动频繁，相关部
门保持密切联系，有力推动两地全方位、多领域、深
层次合作交流，共同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海淀区发
挥经济大区、人才大区和爱心大区的禀赋优势，突出
资金帮扶和智力支持相结合、科技扶贫和产业造血相
融合、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相契合，制定实施帮扶工
作规划，细化实化资金项目跟踪监管和事中、事后督
查，认真推进对口帮扶工作，与赤城县一道打好脱贫
攻坚战。

提供资金保障，优化项目效应

2018年，北京市援助资金3721万元，对口帮扶
赤城县共计 15 个项目。帮扶项目中，现代化特色农

业产业储备一批、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帮扶一批、整村
村容村貌改善了一批、劳务协作创新了一批。雕鹗镇
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可解决 35000 多人就医难问
题，方便周边52个贫困村4576名贫困人口就医；贫
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项目，为2个乡镇
27 个贫困村硬化道路、安装路灯、新建文化广场、
配备健身器材、建设服务中心、标准化卫生室等，助
力了乡村振兴战略；援建了样田乡中心小学、样田乡
卫生院、第三中学新建图书实验楼等，点亮了赤城县
教育智力帮扶的明灯；弘基牧业新建日光温室大棚和
张家口绿优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特色种植产业园项
目，为未来赤城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蓝本。携
手奔小康行动惠及贫困人口 29136 人，带动 2680 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其中，建档立卡残疾贫
困人口234人。

2019 年，北京市支持赤城县 3311 万元，涉及 9
个项目。海淀区安排 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赤城县
11 个项目建设，涉及产业发展、劳务协作、残疾人
事业、培训提升等领域，帮扶202个贫困村、带贫惠
贫7525人，吸纳125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地就
业。

同时，为更好地助力 2019 年赤城县脱贫摘帽，
海淀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领导小组决定追加
援助赤城县对口帮扶资金100万元，发挥好资金项目
的撬动作用，彻底解开“穷扣子”，摘掉“穷帽子”，
拔掉“穷根子”。

开展“组团”帮扶，筑牢民生基础

海淀区通过组织区内医院、学校、用工单位等与
赤城县地区结对，在帮助赤城县脱贫的过程中，努力
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弱
有所扶，促进赤城县贫困地区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

健康扶贫方面，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北京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北京市海淀区
疾控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
别与赤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
疾控中心和龙关卫生院建立了对接合作关系。2018
年，航天中心医院在赤城培训当地医生共 156 人次；
中西医结合医院派出 10 人专家团队在赤城县中医院
开展医疗支援，授课、讲座共115人次；累计接收赤
城县 8 名医疗专业人员到海淀区进修。2019 年，海
淀区向赤城县中医院派驻一年期医师1人，向县人民
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派驻短期医护人员 20 人。2 月
28日，航天中心医院组织 15名专家前往赤城县医院
开展“健康扶贫齐努力，专家义诊送健康”活动。北
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医师每月下乡进行义诊，
尤其对留守老人重点宣教。注重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帮助赤城县中医院制作三伏贴，并培训贴敷技术。3
月 28 日，赤城县妇幼保健院来到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参观交流，并签署了“北京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百家医
院牵手行动”的合同。举办学术讲座6场，病历讨论
3场，接收来京培训人员14人次，当地专业技术培训
174 人次。门诊 1581 例，急诊 64 例，绿色通道转诊
5 例，手术 97 例，手术示教 25 例，病例会诊 23 例。
创新项目19项。对贫困人口开展义诊1047人次，救
治贫困人口388人次。

教育扶贫方面，为有效发挥海淀区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了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
校、中国农业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市八一学校、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分别与后城小学、雕鹗小学、白
草小学、样田小学建立结对帮扶关系。2018 年，海淀
区派驻 2名教师长期在赤城县进行教学帮扶，派遣 33
名专业教育人才赴赤城县进行教育交流活动，承接赤
城县教学一线中小学教师 7 人到海淀区进行业务培
训、学科研修；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为赤城县中小学近
400 名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为 300 多名中
小学新任教师开展培训，对全县中小幼校长进行职业
培训。2019 年，海淀区共派出专家 14 人到赤城县指
导教学业务、举办专题讲座。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就业扶贫方面，为进一步做好对口支援地区与海

淀区的劳务协作，扩大人力资源工作交流，建立就业
扶贫精准对接机制。在培训上，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书》，举办各种劳务技能培训班，采用集中授课、专
题辅导、观摩交流等方式，共计培训445名学员，培
训致富带头人15人。2019年7月1日—7日，组织赤
城县 20 名致富带头人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展专项
培训，讲授“互联网+农业”、生态农业及乡村休闲
旅游产业发展等课程。在促进就业上，2018年，“春
风行动”劳务招聘会，邀请 23 家企业开展现场招
聘，提供2627个工作岗位，帮助贫困人口就业1106
人，其中，在当地就业 330 人，在北京市就业 776
人，帮助当地贫困学生到东部职业学校学习 155 人。
2019年组织的“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共计19家
企业提供 1676 个岗位,现场 206 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6 人。招聘会现场还特
别开展了就业政策、就业指导等咨询服务。对于在现
场未能达成就业意向的劳动者，现场为其制订促进求
职成功的解决方案。

深挖产业优势，做大消费扶贫

产业是扶贫工作的源头活水，是脱贫攻坚的灵魂
所在。海淀区善用科技创新的产业资源禀赋，抓住培
育、滴灌和激活帮扶地区内生动力的牛鼻子，积极引
导、鼓励、支持本地高新技术企业赴结对地区投资，
帮助提高当地“造血”机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发展
面貌，形成一批产业帮扶典型示范。

谋定前沿科技产业落地，注入科技发展活力。促
成驻区企业与赤城县签约产业、商贸、旅游推广等
10个项目，引导泊爱易会、百龙绿色等8家企业赴结
对地区投资助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637 人脱贫。其
中，北京燕阳控股有限公司的龙关国际冰雪旅游小镇
项目，总投资150亿元；北京泊爱易会投资有限公司
的海陀小镇项目，总投资 40 亿元，为助力赤城县脱
贫攻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搭建特色农产品销售平台，盘活消费扶贫存量。
2019年 8月 30日，成立海淀消费扶贫分中心，利用
现有场地资源和营销渠道，实现海淀区与赤城县消费
扶贫的精准对接。此外，在超市发等大型商超设专区
展销结对贫困地区名特优农产品。同时，在仓储配
置、品牌建立、包装设计、农产品种植技术等方面与
结对地区开展协作，全方位助力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
销售。利用鲜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赤城县田家窑镇
的新建蔬菜出口加工基地，实现蔬菜年产量 1100
吨，年加工蔬菜 3000 吨，销售总额 315 万元，使
702名贫困户受益。

推介赤城县旅游资源，探索旅游帮扶机制。组织
凯撒国旅同赤城旅游部门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开展
冰梁山参观、赤城温泉、东猴顶景区等公益徒步活
动，打造一系列精品旅游路线。为赤城输送游客148

人次，消费14.8万元。

动员全域力量，携手共奔小康

海淀区通过开展乡镇、街道、社区、村与赤城县
贫困镇、贫困村结对，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扶贫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扶贫工作深入基层，落
在实地；通过动员区内企业与赤城县地区结对，切实
强化社会合力，在坚持社会动员工作中凝聚多方力
量，在捐赠、帮扶工作中探索合力模式，完善由蓄力
到出击的“全过程”帮扶模式，形成全社会参与、

“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社会扶贫方面，积极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

口帮扶赤城县工作。2018 年，共计捐款约 130 万
元，捐物折款约 30 万元。佳讯飞鸿雷学金基金会、
四季青医院等爱心企业捐资助学近 50 万元，帮助近
130 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子圆上学梦。2019
年，海淀区充分发挥非公党建的关键补充作用，发动
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全区扶贫工作，动员社会各界向赤
城县捐款154.6万元。北京海博慈善基金会、纳恩博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格林威尔科技有限公司等为赤城
县敬老院、学校、农业精准扶贫企业等提供资金支
持；北京锦绣大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淀联采联盟
和赤城县签署采购协议，持续支持赤城县消费扶贫事
业。捐物折款 481.03 万元，北京市支援合作促进会
为赤城县乡镇卫生院购置流动卫生室 23 辆，北京百
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帮扶县第一中学、第二中学、职
业教育中心、雕鹗镇九年一贯制学校4所，免费提供
线上教育资源价值 60 万元，作业帮教育科技 （北
京） 有限公司捐 20 万元学习卡等。在这些企业的带
领下，海淀区涌现了一批热衷于扶贫公益活动的社会
力量，并逐渐成为未来海淀区扶贫帮扶工作的有生力
量和坚实补充。

结对帮扶方面，2018 年，海淀区北太平庄街
道、海淀街道、海淀镇3个街镇与赤城县3个乡镇结
对，街镇支持赤城县扶贫资金 111.23 万元。组织企
业、社区 （村）、社会组织与赤城县12个贫困村结对
帮扶，6 个企业与赤城县 6 个贫困村结对，6 个社区
与赤城县6个贫困村结对。2019年新增海淀区8个街
镇委办局与赤城县 15 乡镇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签订
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至此，海淀区9个经济强镇与
赤城县 18 个乡镇结对，实现赤城县所有乡镇结对帮
扶全覆盖，到位帮扶资金 1149 万元。同时，海淀区
10个村 （社区） 与赤城县18个贫困村结对，11个企
业与赤城县18个贫困村结对，5个社会组织与赤城县
5个贫困村结对。

京冀一家亲，手足情更深。在两地干部、群众的
共同奋进和努力下，赤城县即将如期实现脱贫，各项
经济社会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数据来源：赤城县人民政府）

北京海淀·河北赤城携手奔小康

海淀区捐助900万元改建的样田乡中心小学。

2019年6月14日，海淀—赤城双方举行对口帮扶高层联席会议。

2018年海淀赤城·远足体验+公益慰问活动。

两地组织残疾人文化发展“牵手行动”。

2019年2月20日，举办”春风行动“就业扶贫劳务招聘会，

海淀区组织19家企业提供1676个岗位。

北京海淀医院联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赤城县医院开展对口支援义诊活动。

海淀区永定路街道办为结对帮扶的赤城县独石口镇投
资66万元新建蔬菜大棚，明春投入使用。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为赤城县中小幼校长进行培训。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与赤城县教师进修学校签订结对
帮扶协议书。

海淀区援建的样田乡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