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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云南曲靖市会泽县是深度贫困县， 国家 52个挂牌督
战县之一。 至 2019 年底， 尚有 170 个贫困村 20044 户
69792人未脱贫，其中有 139个村被列为挂牌督战村，脱贫
攻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能否在目标期限内完成脱贫任
务，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宝山区结对帮扶曲靖市，在接到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
战任务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各地在沪企业（商
会）联合会等支持下，组织 102家企业和社会组织结对帮
扶会泽县挂牌督战村，实现结对全覆盖，形成“你帮我也
帮”的良好局面。

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重点突出“五帮三带两转”：在
智力技能上帮，发挥人才优势，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8名；在
务工就业上帮，举办专场招聘会 86场次，巡回播放招聘视
频信息 34场次， 输出贫困户 56人来沪就业，115人到广
东、浙江等省外就业，累计开发乡村公共服务岗 7185个，

受益贫困人口 7375人，涉及 7307户；在扶弱济困上帮，围
绕村中的老人、留守儿童、单亲母亲、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重
点开展帮扶工作；在消费扶贫上帮，发挥区供销合作总社
和援滇干部作用，开辟网上销售平台，多渠道推广会泽县
农特产品，帮助在上海销售总额达到 180万元；在设施配
套上帮，聚焦村中小微基础设施项目，在配套完善上增强
力量，打好补丁。通过“五帮”发挥了“带人、带物、带产业、

转观念、转村貌”的作用。

9月 25日，会泽县 170个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交通、

电力、广播电视、网络宽带、医疗设施、活动场所、集体经济
收入等 8个指标均已达到贫困村退出标准。在社会各界的
助力下，会泽县实现高质量脱贫。

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蚕桑产业纳入优势特
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中。“闵保合作”抢占先机，云南
保山市和上海闵行区根据保山气候地理特点、 群众生产
生活习惯和区域产业经济基础， 锁定蚕桑产业重点培育
发展，连续四年在保山市隆阳区、昌宁县等地扶持蚕桑产
业， 投入沪滇帮扶资金助力当地建成 20余万亩桑田，带
动近 10000 户 33000 余人增收，其中建档立卡户 3500 余
户 12000余人，亩均收入 5000余元，户均年收入可超过 4

万元。

沪滇产业帮扶坚持开发式帮扶，强化利益联结和带贫
机制，帮助当地修建的蚕房、蚕棚和桑园等，优先给贫困户
使用，并带动其他农户共同参与。帮扶资金重点用于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工、流通、销售平台等打造，资产产权明
确归属贫困村集体。

引入丝绸加工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运行模式，鼓励村集体通过与合作社、龙头企业市场合作
获得分红收益，形成了蚕、桑、丝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实行
最低保护价收购， 既保证了企业自身运营的原材料供给，

又保证了农户稳定收入。“人均两亩桑，脱贫不用慌；人均
三亩桑，致富奔小康”，当地老百姓对上海助力当地富民产
业的做法津津乐道。

2019年 10月上海援疆教育集团成立。今年 5月，集团
启动教师队伍建设的“玉兰工程”，积极探索“组团式”教育
援疆新模式。

上海援疆教育集团采取“1+4+N”模式组建，即“一个
核心校、四个县域集团、辐射全地区”。以喀什六中为核心，

上海援疆对口四县分别成立县域“教育集团”，通过“两轮”

建设（三年一轮），基本形成核心学校优势明显、成员学校
办学质量大幅提升的良好格局。同时，利用集团学校的影
响力，将办学经验成果推广、辐射至上海援疆对口喀什地
区莎车、叶城、泽普、巴楚四县及整个地区，全面提升喀什
地区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目前，上海教育“大组团”式援疆模式在提升喀什地区
基础教育水平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集团核心校喀什六中
2019年高考本科上线率比前一年提高 10%， 并包揽喀什
地区双语理科前三甲；2020年一本上线率比 2019年提高
13.62%，本科上线率比 2019 年提高 19.65%。各成员校教
学质量明显提升。同时，通过“师徒结对”“课题带动”等多
途径的综合方法，在喀什地区打造一批带不走的优秀教师
队伍。

就业是民生之本，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收官年，劳务就
业和转移就业是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可持续脱贫的重
要举措。上海市消防局积极响应中央和市委号召，结合消
防体制改革和消防队伍建设实际，创新提出将招聘政府专
职消防员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经与长宁区反复沟通，2020

年 1月，联合组成招聘工作组，赴红河县面向 18-24?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展政府专职消防员面试及体能测试
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配合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身
体检查和文化水平测试， 最终有 15名适龄的建档立卡户
青年通过考核成功入围拟招录名单。

8月 6日，首批入选者来沪后，市消防局确定了“以老
带新”、干部带训的方式，开展适岗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掌
握消防技能和业务素质；长宁区也定期关心慰问，使他们
克服思乡之情，尽快适应上海生活。在经过严格测试考核
后，首批学员已经入职上海市消防员，为守护上海城市安
全作出贡献。目前人均月工资收入超过 7000元，且享受政
府专职消防员相关保障， 未来预期收入将超过万元以上，

并获得更好发展的机遇。

市消防局已在认真总结“技能培训+入职就业”的就业
扶贫模式，结合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扩大在对口地区定向
招聘规模，为更多上海对口地区群众高质量脱贫贡献力量。

青浦练塘茭白，远走德宏风平。2018年 11月，在考察
了德宏当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后，青浦区决定将有“水
中人参” 美誉的青浦练塘茭白引种到德宏州风平镇，2019

年开始大规模种植，截至目前已达到 2000亩的种植规模，

带动当地 506户建档立卡户增收 1500余万元。 利用当地
气候条件，加大技术攻关，使“风平”茭白较普通茭白早上
市 2个月， 错峰上市填补市场空白， 亩均产值达到 16000

元左右。茭白引种成功后，青浦区继续扩大农业良品引种
试验， 联合上海农业科研院所， 加大水产品开发力度。从
2019年相继开展了稻蟹、稻虾、稻鳅三种稻田综合种养试
验，已基本具备大规模推广条件。

一尾小龙虾，致富千万家。宝山区在对口帮扶云南曲
靖宣威市、会泽县过程中，发现会泽娜姑镇、宣威板桥镇有
成片的水浸田、沼泽地，撂荒十分可惜，遂邀请上海水产品
龙头企业、院所专家到曲靖实地调研考察，经充分试验、论
证，认定这些地块具有适宜小龙虾生长的良好气候、环境
和水资源条件，养殖小龙虾具备较好的经济效益。援滇干
部发挥主人翁作用， 及时会同当地形成项目可研报告、建
议书，纳入扶贫项目库，并争取援滇项目资金支持，指导当

地采取“村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运作模式，引入上海
水产行业优势企业，因地制宜采取稻虾、稻鱼共生养殖方
式，打造高原龙虾品牌特色小镇。

松江大米成功移植勐海。 松江区于 2017年将松江大
米引入到勐海县试种，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签订技术协作协议，由松江
区提供种苗，指导育秧、水稻栽插、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治
等。截至目前，种植面积达 200余亩，亩产达 700余千克，

比当地水稻亩产增加 200千克/亩以上， 辐射带动当地农
民增产增收。下一步，将通过与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合作，整
合“科研+种植+收储”“加工+品牌+商贸”产业资源，力争将
勐海县建成外延大米生产基地，畅通源头生产和上海市场
联系渠道。

藜麦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特别推荐最适宜人类的、完美
的全营养食品，被称为“黄金谷物”。由于市场前景广阔，助
农成效明显，2018年， 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
下，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市科委根据喀什地区实际需求
和环境特点,在莎车县实施“耐逆农作物高产优质育种及
示范种植研究”项目，建设藜麦育种基地，培育适合南疆地
区大规模种植的藜麦品种。

2019年 3月至 8月， 在藜麦育种基地开展了 6个主
要引种品种的试种获得了成功。 这是藜麦首次在我国低
海拔地区引种成功。同年，在喀什地区 11 个县市开展了
藜麦夏播试验，并首次在我国实现藜麦的两季种植。在试
种同时， 通过雇佣当地农民作为试验地工作人员， 帮助
16个贫困户家庭实现脱贫。2020年， 在喀什地区行署支
持下， 在全喀什地区 12县市试验性大规模推广种植，春
夏两季播种超万亩，总体长势良好，已陆续收获。

根据藜麦产业市场化前景，利用上海在食品加工和市
场拓展方面的比较优势，聚焦提高藜麦产品附加值，打造
完整产业链，实现精准长效的科技扶贫。上海援疆重点企
业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 （新疆闽龙达干果产业有限公
司）承担喀什地区藜麦的原粮托底收购，实现了对种植农
户基本收益的保障， 以亩产 200公斤计， 农户每亩收入
2000元。同时，新建南疆第一条藜麦去皂苷生产线和藜麦
深加工生产线， 年产能达到 6000吨， 年销售额达 1.2亿
元，可提供 500个就业岗位，目前产品有藜麦能量棒、代餐
粉、藜麦燕麦片，后续产品还在陆续开发。

2020年 3月，贵州遵义市实现整体脱贫。站在新起点，

沪遵两地积极探索文旅扶贫新模式。上海援黔助力湄潭县
把资源变成资产、颜值变成产值、环境变成风景、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打好“生态、文化、产业、协作”四张牌，用乡
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有成效。

打好生态牌，精心呵护百里湄江、万亩茶海等乡村生
态环境，湄潭茶海所在的核桃坝村已成功打造为“中国西
部生态茶叶第一村”。

打好文化牌，深入挖掘、广泛宣传红色文化、浙大西
迁文化、茶文化、非遗文化，以文化的魅力为乡村旅游加
持赋能， 红色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田家沟等地备受
欢迎。

打好产业牌，创造了以“湄潭翠芽”“遵义红”“茅贡米”

为主的知名品牌，充实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带贫利
益联结共享机制。金花村七彩部落以茶旅一体化发展为核
心,打造旅居农家民宿、餐饮,茶园、田园、果蔬园、林下养殖
园、农民创业园等乡村旅游业态吸引游客，当地村民人均
年收入 4万元以上。

打好协作牌，聚焦湄潭文旅资源专门设计推出疗休养产
品，丰富上海干部职工疗休养目的地供给。引入美团点评，运
用大数据平台，探索发放消费券，提振餐饮、景区、民宿、酒店
等各场景消费，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带贫增收。

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年堆乡索盖村地处 349国道旁，交
通便利，是拉萨至羊湖、江孜县、日喀则市旅游线路的必经之
地。但村内生活环境恶劣，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村民主要
依靠务农、外出务工收入。

近年来，索盖村依托上海帮扶，按照上海市援藏联络组
的要求，立足江孜特点，坚持示范引领、探索创建西藏首批
小康示范村———年堆乡索盖村小康示范村。 示范村通过打
造江孜青稞品牌、成立村养蜂合作社、升级手工业品生产模
式的方式，让当地百姓增收、产业增效。上海援藏干部联络
组江孜小组按照生态宜居的要求， 开展厕所革命、 庭院改
造、污水纳管、垃圾分类、立面整治、人畜分离、绿化景观、道
路建设、水系改造、卫生医疗等 10大提升项目，使群众幸福
指数明显提升。

今年以来，本市采购和销售遵义特色农产品已达 16.3亿
元，有力地推动了遵义产业发展，巩固了脱贫成果。

三箭齐发组团帮，齐声唱好三出戏。大力推动企业直供
基地建设、保价订单采购、电商专品购销三种以市场为导向
的种养模式齐头发展，引入沪企组团式助推当地农业结构对
着市场做调整。同时，找准产业发展中“产得出、运得出、卖得
出”的痛点、堵点，把脉分析、制定对策，联系上药集团对遵义
中药材开展订单式采购，引入水星家纺打造西部高端蚕桑种
养体系和产业中心，对接上海贝尔构架“5G+?缘计算”的“辣
椒云”对辣椒产业进行“数据赋能”，指导赤水竹产业形成“一
根竹子吃到底”的“三产贯通”模式，努力让优质“遵品”借着
“三出戏”的大戏台“登场入市”。

打好三张牌，抢占三市场。遵义市大力发展“有、特、优”

农业产业，用遵义方竹笋、“黄金锭”茶等抢先占领秋笋、黄茶
的空白市场，打出“人无我有”的先手牌；用赤水冬笋、正安黄
花菜、习水麻羊等，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发挥比较优势，打出
“人有我特”的实力牌；用可追溯、订制化体系的林下“半亩
鸡”“遵辣百分百”瞄准中高端市场，打出“人特我优”的金招
牌，助力扶贫产业效益进一步提升。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

高海拔所带来的强紫外线，导致当地居民眼疾眼病发病率始
终居高不下。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嘉定区卫健委自 2014年
起开始实施“上海嘉定·光明使者青海久治行”医疗精准扶贫
项目，目前已连续开展 7年。

7 年来， 嘉定区向久治县人民医院捐赠了总价值超过
90 万元的医疗设备和手术耗材，协助其建立起眼科，并投
入援助资金用于久治县人民医院的改扩建工程及完善配
套设施。2016 年起， 嘉定区又为当地建设远程影像诊断中
心，使患者能够享受与上海同样的医疗服务。7 年来，嘉定
区共派出医务人员 14 批次，约 180 人次，组织相关专家赴
青海对久治居民开展疾病诊疗 1520多人次 （包括内、 外、

妇、儿等各科室），筛查白内障患者近 2200 人次，开展手术
（眼科）209人次， 同时对当地医务人员操作技术开展技能
培训。

案例二

人均三亩桑 致富奔小康
种桑养蚕成为群众可持续增收产业链

案例三

把优质教育送到家门口
教育集团开启教育援疆新模式

案例四

“山里娃”踏上“风火轮” 劳务协作见真章
定向招录建档立卡户入职政府专职消防员

案例五

“沪品入滇”科技帮扶促进价值跃升
两地农业产业合作引种上海品种见效益

案例六

小藜麦 大产业
科技援疆助力精准扶贫

案例七

做一个幸福的农民
湄潭文旅扶贫创建新模式

案例八

农牧民的幸福村
江孜县索盖村打造宜居宜业小康示范村

案例九

唱好三出戏 打好三张牌
沪遵产业帮扶有实效

案例十

雪域遍开光明之花
果洛久治县“光明行动”结硕果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奋力跑好历史性一棒
———2020年上海市精准扶贫十大典型案例

今天是第七个国家扶贫日。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从 2017

年至今，每年 10? 17日上海都会发布年度精准扶贫十大典型案例，反

映一年来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新探索、新成就，以此

激发社会各界创新帮扶实践，营造全社会助力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今年的十大案例，重点突出精准扶贫要义，关注真正产生扶贫效益的

创新做法，涵盖了产业扶贫、劳务协作、文旅帮扶、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等多方面，其中不少创新做法，展现了“上海温度”“上海责任”

“上海力量”。

你帮我也帮 助力挂牌督战忙
社会力量助力云南省会泽县高质量脱贫

案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