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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蒙深度帮扶力促阿尔山脱贫提速
东城区与内蒙古阿尔山市各部门深入合作，在党建、人才交流、教育、卫计、产业、商贸、劳务协作、文化

旅游等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签署41份协议及意向书

东城对口帮扶
半年成绩单

干部工作忙 党建思路活

“我们接手京蒙扶贫协作工作以
来，这个以前并不热闹的小院可算人
气爆棚。每天晚上11点多，大家还在
热火朝天地干工作呐。”阿尔山市交
通局后院一个简易办公区，是阿尔山
市京蒙扶贫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办公场所。李东英说，自从被抽
调到这里，她几乎没休息过。

为了做好京蒙扶贫协作工作，东
城区与阿尔山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组织体系、项目，分别成立了领导小
组，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
亲自抓，各部门具体抓落实的组织体
系；双方还相继出台相关实施方案、
工作要点等文件，规划扶贫协作，指
导工作开展。目前已经形成人员机
构设置合理、两地高层频繁互访的良
好局面，京蒙扶贫协作工作推进卓有
成效。

“信仰·榜样·传承”主题党日是
东城区教育系统传统党建品牌活
动。6 月 29 日下午，2018 年东城区教
育系统“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拉开帷
幕。作为京蒙帮扶和全面协作战略
北京市东城区对口帮扶国贫旗县，阿
尔山市党政主要领导和教育系统干
部职工代表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一封家书，忠于爱情飞跃万水
千山；两地忙碌，忠于责任铸就祖国
基业；三人分离，忠于信仰割舍儿女
情长；四方之志，忠于党旗书写家国
情怀！”活动中，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党
支部李忠分享的故事让参与者泪洒
现场。

本次活动先后进行了微党课，新
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表
彰“身边党员榜样”等环节，历时两
个小时，展现了东城区广大党员教
师风采，展现了京蒙携手共进的良
好氛围。

“全面开展京蒙扶贫协作工作，
党建层面的深入交流是非常必要
的。我们的党员干部通过借鉴东城
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先进思路和经验，
引领我市的贫困群众从思想上拔掉

穷根，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北京市
和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
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也是全面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京蒙对口帮扶和全
面合作的框架协议》,大力推动两地深
层次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阿尔山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军说。

随着两地党建交流的不断深入，
逐渐形成了“党建 1+1+1”联建品
牌。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
党委与阿尔山市温泉街神泉社区党
组织结对共建，温泉街神泉社区党组
织也将支部党员阵地前移，与阿尔山
市明水河镇西口社区党组织结对共
建，形成党建联建，助力脱贫攻坚，增
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提升扶
贫协作的能力水平。

目前，东城区与阿尔山市形成了
广泛的党员干部互访学习、两地党建
活动共同参与、双方干部互派挂职的
局面。东城区 8 个街道、5 个社区与
阿尔山市下辖的 4 镇 4 街、4 个社区 1
个村签订了《党建结对共建协议》。

读书有名校 看病有名医

“where were you born？”新学期
的第一天，来自北京的董霜正在给北
京市第二中学阿尔山分校高一年级
的学生讲授英文课。

“这些学生太可爱了，他们的活
泼与阳光，大大超出我的预料。虽然
他们的学业基础有点欠缺，但是他们
求知欲很强烈，在课上与老师的互动
也非常积极。”董霜说，新学期的第一
节课，带给她更多的是惊喜。

据悉，在东城区教委与阿尔山市
教育局签署教育对口帮扶框架协议
下，北京市第二中学与阿尔山市第一
中学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北京市第
二中学阿尔山分校挂牌并建立北京
市东城区阿尔山教师研修基地。

目前，北京市第二中学 6 名常驻
团队人员在阿尔山分校从事教学管
理和一线教学，分校执行校长徐杰在
北京从事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37年，
在他看来，阿尔山的教学水平较北京

有着不小差距，但通过双方的人员派
驻和跟岗学习，可以将北京的优质教
育资源和理念带到阿尔山，对阿尔山
当地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具有不
可估量的提升作用。

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钮小桦在
开学伊始带领 14 人团队赴阿尔山市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他表
示，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将最大限度地
发挥集团资源的综合效应和优质教
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分校应视
两校合作为自身发展的契机，以主动
求变、自觉求变的工作精神，融入到
集团之中，在接受资源的同时，不断
完善自身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造血功
能，真正提升办学品质和管理水平，
办百姓家门口的好教育。在此之前，
阿尔山分校也分两批派驻共 21 名教
职员工到北京市第二中学进行跟岗
学习。

“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 3 年或更
久，使阿尔山分校成为周边地区优质
教育的典范。届时，学生们会从心底
认可自己家门口的这所学校，阿尔山
适龄学生外流的现状也会相应改
善。此外，我们还力争将阿尔山分校
打造成精准扶贫的示范工程，使之成
为东城区对口帮扶的典型案例。”徐
杰认真地说。

人才交流也给阿尔山卫生医疗
事业带来积极的影响。8 月-9 月，东
城区卫计委代表团和专家医疗团队
共两次来到阿尔山市，开展考察、义
诊、培训、座谈等为一体的系列活
动。两批医疗专家在阿尔山市天池
镇卫生院、市中医院和西口村卫生室
开展了 6 次义诊活动，并深入建档立
卡户家再次巡诊，为特殊人群进行义
诊。这不仅提升了当地专业技术人
员的医疗水平，更让贫困群众“足不
出户”即享受到北京专家的义诊。

据悉，东城区及阿尔山市的卫计
部门签订了《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
书》，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与阿尔山
市天池镇卫生院、西口村卫生室结为
医疗帮扶协作单位，共同打造标准基
层医疗站点，同时又进行了“中医适
宜技术工作室”挂牌。双方将聚焦精
准扶贫，重点围绕建档立卡户，开展
相关医疗服务。

阿尔山市卫计局局长周俊鹏介
绍，除了共建基层医疗站点和每年组
织义诊的交流形式外，9月份，东城区
派驻阿尔山市的 2 名医疗专家就位。

“这两位专家，一位负责在阿尔山市蒙
中医院开展医疗专业服务，为期一年；
另一位将在阿尔山卫计局负责医院的
管理指导工作，为期半年。他们的到
来，将在临床医疗和医院管理理念方
面，带给我们很大的提升和帮助。”

土货卖出去 游客请进来

“从 2018年北京市东城区对口帮
扶地区推介展销会在北京东城区国
瑞购物中心举行，到东城区商务委对
口支援工作组在阿尔山市实地调研，
再到‘阿尔山有什么 O2O 体验店’在
北京易喜新世界百货公司启动运营，
一个月里，通过两地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商，依托线上线下联动的电商服务

模式，将阿尔山的矿泉水、木耳、蒲公
英茶、大麦米等特产卖到了北京的
商超，为我市农特产品开辟了精准
销售渠道。”阿尔山市商务局流通股
股长付晓彪说，解决了销路问题，就
是帮农民和下游企业解决了最根本
的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对口扶贫工作，7
月 2 日，阿尔山市商务局组织经营阿
尔山特色农产品的 6 家企业参加了
2018 年北京市东城区对口帮扶地区
推介展销会，这让东城区商贸企业直
观感受到阿尔山市农特产品的品质
和特色。

随后，东城区商务委组织区工
商分局、食药监局及北京市易喜新
世界百货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单菜
市场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和北京知
名商贸企业到阿尔山市进行实地考
察和调研。

7 月 27 日，“阿尔山有什么 O2O
体验店”进驻北京易喜新世界百货公
司商超。自此，由阿尔山市 6 家经营
农副产品的公司供货，电商服务平台
进行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的模式正式
形成，该体验店现销售20余种阿尔山
农特产品。

“阿尔山的景色真美，绿意盎然，
建筑物也独具异国风情，来到这里，
仿佛走进了欧洲小镇。这里不仅有
美景，还有文化，有故事，有酒，一天
的旅途虽然劳累，但晚上在小酒馆和
朋友聊聊天，那感觉太棒了。此外，
来阿尔山旅游的费用非常合理，当地
的人们也特别友善好客。”8 月 31 日，
来自北京的许炼到阿尔山市旅游，他
说阿尔山是他去过最美的地方。

作为阿尔山市支柱产业的旅游
业，依托京蒙扶贫的契机、发挥本地
风光旅游特色、利用东城区丰富的旅
游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借助国旅集
团对阿尔山市旅游业的全面推广宣
传，阿尔山旅游结构进一步合理，旅
游人数明显增加，旅游品牌知名度得
到提升。

在劳务协作方面，两地人社局签
订了《京蒙劳务合作协议》和《对口帮
扶交流合作意向书》，加强劳务输出、
干部交流、人才培训合作，建设了“北
京外来务工者之家”，为阿尔山就业
服务活动提供指导。此外，东城区人
力社保局到阿尔山市举行了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同时针对建
档立卡户举办了安保、育婴培训及职
业技能指导培训，在阿尔山大学生创
业园孵化器内开展了“创业工作交流
座谈会”，阿尔山市就业局分别与北
京商鲲集团、北京乾远国际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新城街与
北京安艺达保安公司签订劳务培训
及输出合作意向协议书，目前已发布
用员信息。

“下一步，我们将从继续强化工
作措施、持续开展部门对接、努力抓
好项目建设、全面加强工作考核四个
方面入手，持续有力地推进这项工
作，使人民群众受益，早日打赢脱贫
攻坚战。”阿尔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志军对阿尔山市的京蒙扶贫协
作工作充满信心。

通讯员 郭成

“我在北京也
能买到新鲜的阿尔
山特产了”“在家门
口的学校就有北京
的老师给我上课”

“基层党建的深入
合作让我们工作思
路更活了”……说
到京蒙扶贫给边陲
小镇阿尔山带来的
变化，人们喜不自
禁。

自4月12日阿
尔山市召开京蒙帮
扶项目研讨会专题
研究申报京蒙帮扶
合作项目相关事宜
以来，东城区与阿
尔山市各部门深入
合作、频繁互动、积
极 谋 划 产 业 和 项
目，至今已在党建、
人才交流、教育、卫
计、产业、商贸、劳
务协作、文化旅游
等多方面取得积极
进展，签署了41份
协议及意向书，形
成两地协同发力，
全面推进协作发展
的局面。

对口帮扶地区

东城区已同河北张家口市崇
礼区、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内
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开展对口
帮扶，同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开展
对口支援，同湖北十堰市郧阳区
开展南水北调对口协作工作。

完善“1+5+6”的工作体系

“1”为一个总体工作要点，
“5”为五个受援地区的工作要点，
“6”为领导小组职责分工、资金管
理、监督检查、宣传报道、街乡结
对、村企结对六个配套文件。

主要领导赴受援地区
调研对接“全覆盖”

张家明书记先后带队赴崇
礼区、阿尔山市、化德县、当雄县
开展全面调研对接。截至目前，
我区组织 6 批次区级领导带队、
相关部门参与的调研活动。

人才交流

目前共选派 13 名处科级干
部赴受援地区挂职锻炼，接收受
援地区 14 名干部到东城区重要
岗位挂职；组织邀请崇礼区53名
党政干部来东城区参加干部业
务能力培训班。

上半年，开展了近1900人次
的教育人才交流培训。

开展了近140人次的医务人
员交流培训，并为受援地区近
400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赴崇礼区组织开展城市管
理经验交流培训会，培训99名执
法干部。

特色农产品进京

东城区先后组织开展3场受
援地区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展
销展卖 300 余种产品，销售额 70
余万元。

6 月开始，东城区在永外街
道社区试运行对口帮扶地区农
产品“扶贫专车”。

投资兴业

东城区先后组织旅游、餐
饮、金融、文化创意、体育休闲等
类型20余家企业赴崇礼区、阿尔
山市、化德县、当雄县调研投资
环境。

爱心扶贫

东城区与崇礼区开展“崇礼
区少儿大病救助基金”项目，由
东城区红十字会每年从“博爱在
京城”募捐款项中提取10万元救
助资金，专项救助崇礼区患重特
大疾病的18岁以下少年儿童。

捐赠扶贫

东城区组织教育、团委等系
统为崇礼区、化德县、郧阳区捐
赠图书2万余册；为崇礼区46名
贫困儿童捐赠书包等学习用品。

专场招聘会

东城区为崇礼区、化德县开
展“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提供
400余个工作岗位信息。

携手奔小康

组织 8 家街道与阿尔山市 8
家街道乡镇开展基层党建结对
共建，5个社区与阿尔山市5个社
区开展共建社区党组织；组织 8
家街道分别与当雄县8家乡镇签
署携手奔小康协议。

“万企帮万村”

组织10家民营企业与崇礼区
19个贫困村结对共建；组织21家国
有、民营企业与化德县21个深度贫
困村实现结对“全覆盖”；组织驻
区1家商会和24家企业与当雄县
下辖29个贫困村结对“全覆盖”。

北京市第二中学成立阿尔山分校。

普仁医院欢送赴化德援蒙医生。 记者 张传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