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安区助力对口支援，赋能脱贫攻坚

资金投向更精准 产业发展更科学

深藏在云南大山中的优质蔬菜，摆

上了上海菜市场的柜台，给当地人带去

脱贫致富的新希望；从没有走出过新疆

的孩子， 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繁华的景

象，小小的心田播下了未来的种子……

“不愁吃、不愁穿；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和

住房安全”，“两不愁三保障” 不仅是脱贫

攻坚的底线性任务， 也承载着民生期待，

它更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脱贫的质量

和成效。近年，静安区在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培育龙头企业、教育医疗劳务协作、共

建产业园区、旅游合作等多个领域持续加

大力度，推动扶贫协作、产业合作再上新

台阶，帮助贫苦地区脱贫摘帽，与当地人

民群众一起携手奔小康。

打造“1+X”服务网络，让消费扶贫落在实处
今年 9月，“静安-文山号”扶贫旅游专列从上海首发，

满载上海市民游客的深情厚谊，驶向静安区对口支援的云
南文山，这是一趟旅游专列，也是密切两地人民感情的文
化联结。静安区，利用商旅资源丰富的优势，坚持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
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帮助对口地区改造生产链、畅通流通
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对口地区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入上海
市场，进一步丰富“上海购物”品牌内涵，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静安区精心策划与组织、实施了“百企结百村”，“双
线九进.?家万户”等工作，为推动对口地区产品和服务
深度融入静安市场， 静安区还引入社会资本设立公司、

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倾力打造了“静安区 1+X 对口
支援地区农特产品销售服务网络” 工作项目， 引导对口
支援的贫困地区资金投向更精准、资源帮扶更对口、产业
发展更科学。

所谓 1，是以 1个“中心”为核。指建设一个“静安区对
口支援地区农特产品展示体验中心”， 并将其作为核心与
窗口，支撑与服务整个运作体系，打造集展示、销售、仓储、

现场体验、活动举办、商务洽谈等功能于一体，产、购、供、

销的一站式销售服务平台。去年 10月，位于万荣路 88号
的对口支援地区农特产品展示体验中心正式开门营业，

800多平方米的场馆面积，内设云南文山、新疆巴楚、湖北
夷陵、青海果洛等多个主题展销区。原产于云南文山州广
南县的高原小粒香大米、滇味冰糖香肠，来自新疆巴楚的
大枣和核桃，采用天然谷物混合萝诗蓝有机玫瑰花瓣喂养
的萝诗蓝玫瑰鸡、纯物理压榨的林丰润山茶油……在精心
打造的体验中心内，200多种特色商品可谓应有尽有，得到
了上海市民的广泛好评。

“X”指若干个“因地制宜、按需配置”的供应服务点，覆
盖线上线下、批发零售的服务网络。以上海市商务扶贫联
盟的“扶贫专柜”为基本点位，结合静安区现有的社区直供
联盟和安心坊社区商业服务中心的服务网络， 再将园区、

商场、楼宇、食堂接入扶贫服务体系，进一步畅通产销渠
道，扩大覆盖面。将产品及服务送到消费终端，同时收集最
真实的市场需求及动态信息反馈给产地。作为上海市静安
区对口支援夷陵农业发展的援建项目之一，三峡夷陵茶叶
展销中心于去年在静安区蒂芙特国际茶文化广场一楼开

业。夷陵区共有萧氏茶业、邓村绿茶、秀水天香、龙峡茶业、

清溪沟贡茶、东方昌绿、三峡原红、十八湾供销 8家茶叶品
牌企业首批入驻。展销中心的成立是静安区积极响应中央
号召消费扶贫的重要举措，这些入驻的茶企将以展销中心
为突破口，进入上海市场，进军国际市场，不断提升夷陵茶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同时，静安区通过合作搭桥，成立“上海静扶实业有限
公司”，用专门的市场销售服务团队，负责上接产品、下对
渠道。一边与云南、新疆等地的批发、生产商建立合作联盟
关系，另一边在沪上知名的批发市场用合作档口推广帮扶
地区农特产品。通过线上平台进一步创新农副产品产销新
模式，借助“淘菜猫”、“饿了么”等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并对所有的扶贫农产品进行再包装销售，统一克重、等级、

配送时间等非标因素，降低农产品的配送影响，打造配送
直达服务，提升扶贫产品的整体销量。

要实现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是让消费者放
心、满意。政府需要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用安全和
品质为产品保驾护航。区各级领导亲自带队赴对口扶贫地
区对接当地上下游农户、生产基地、流通商、经纪人，不仅

提出产品需求，还帮助当地建立产品化、标准化的生产体
系，引入“订单制”农业产销模式，落实从“田间到舌尖”的
全流程品控溯源，实现消费扶贫精准管理，使消费者获知
贫困农户及农产品溯源信息，推动树立良好口碑，形成长
期效应。

下一步，静安区将进一步完善“1+X”对口支援地区农
特产品销售服务网络项目， 让消费扶贫发挥更大作用，助
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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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协作， 需要社会各方携手、多
方协作。在静安区政府引导下，来自企
业等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扶贫协作中，

与贫困地区群众牵手，共同奔小康。

2018年，静安区合作交流办牵头制
定了《静安区“百企结百村”结对精准扶
贫行动方案》， 并在全市率先组织召开
了静安区“百企结百村”结对精准扶贫
行动动员会，得到静安区相关部门积极
响应。

静安区投资办开展 “百企结百村”

结对扶贫工作，主要针对与云南省文山
州广南县的扶贫需求，通过办内各类服
务渠道广泛动员区内各类企业参与到
广南县的结对扶贫工作中来。2017 年，

静安区与文山州开展结对扶贫后，区投
资办组织企业前往当地考察，其中作为
日本眼科医药顶尖制造商的参天制药
表示愿意为文山当地患病群众提供免
费医疗服务。在区合作办、区卫计委的
协助下， 参天制药于 2017 年 12 月到
2018年 6月期间，带领医疗团队多次前
往文山当地，为 300余位白内障患者义
诊并成功实施手术 37例， 成为区投资
办与文山州联合扶贫的首个成功项目。

区投资办还与广南县联合编写《云
南省文山州广南县扶贫基本情况》，细
化每个贫困村的扶贫需求，利用企业走
访、招商服务、沙龙培训等政企沟通平
台，向区内广大企业尤其是 200强企业
介绍广南县作为国家重点贫困县和云
南省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情况以及区政
府开展“百企结百村”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最大范围内确保宣传到位、 认识到
位。针对长期热衷社会慈善事业、具备
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一定扶贫经验的
企业，通过重点对接，争取其对“百企结
百村”工作的最大认同和支持。

为让企业能够切实了解广南县的
贫困状况和扶贫需求，熟悉县情、乡情，

找准扶贫工作切入点，帮助贫困村了解
结对企业情况，区投资办搭建村企沟通
桥梁，一方面带领企业走进去，前往广
南县实地考察当地贫困实际；另一方面
邀请广南县村镇干部走出来，与结对企
业面对面交流。区投资办分别于 2018年 9月、12月牵头两批
次共计 17家企业前往广南县当地深入考察， 全面走访结对
的贫困村，深入当地贫困群众家庭，了解各类致贫原因、倾听
扶贫需求。考察途中拍摄了翔实的照片与影像资料，制作成
PPT用于“百企结百村”工作的宣传动员。通过实地走访，企
业代表切实感受到广南县贫困实际，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
展滞后，种种贫困现象让人心痛。在入户走访过程中，当地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打动了企业代表， 他们纷纷表示，

一定要帮助广南县拔掉贫根、甩掉穷帽。有企业负责人当即
决定要在原定基础上增加捐助资金，也有企业代表表示回沪
后要立即向总部汇报，克服大型跨国公司决策环节多、时间
长的特点，开辟“绿色通道”尽快将捐助资金划拨到位，帮助
广南县尽早脱贫。

通过精准对接，极大激发了企业参与对口扶贫建设的热
情。 如光大证券在 2018年捐助 120万元资金用于广南县脱
贫摘帽之后，2019年再次捐赠 766万元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援
建文山市、广南县以及新疆巴楚县的党建扶贫项目，为当地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党员活动场所的提供有力支持。

自全面落实行动方案以来，由区投资办动员、联络共计
25户企业参与广南县“百企结百村”工作，与广南县共计 39

个贫困村签订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协议。两年来，25户企业共
计捐助资金 1931万元以及价值约 50万元衣物、书籍，直接
援建 1家幼儿园教学楼，捐赠 1台飞利浦检测仪及 808套乡
村医生救护箱，助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当前，静安区承担着三个地区的对口
支援工作任务，分别是新疆巴楚、云南文
山州的“一市三县”（文山市、广南县、砚山
县、麻栗坡县）和湖北夷陵。静安区根据这
三个地区的地理风貌、经济基础和人文环
境因地制宜，精准扶贫施策。

在对口支援新疆地区时，静安区帮助
当地改造并兴建基础设施，力求在最短的
时间内改善民生。自 2010年 5月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静安区
秉承硬件与软件建设相结合，资金支持与
人才支持相结合，物质支援与文化交流相
结合的理念， 累计实施援疆项目 200 余
个，先后选派了 4批援疆干部参与新疆巴
楚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成效显著， 全方位促进了巴楚地区社
会、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

自 1992年上海对口帮扶湖北夷陵至
今，静安区已委派挂职干部 14批。与巴楚
相比， 湖北夷陵本身的基础条件较好，静
安区在对口支援时更侧重于医疗和教育
领域的帮扶， 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如
今的夷陵已从当年的山区贫困县，跻身湖
北省县级经济发展十强。

上海静安和云南文山的情谊要追溯
到 1996年。近年，随着静安区对文山市的
帮扶力度不断增加，逐渐涌现的产业发展
项目和技术支持项目也对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脱贫攻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的中康蔬菜项

目就是一个有力说明。砚山县位于云南省东
南部，因“山势颇挺秀，其形如砚”而得名。静
安区援滇干部在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当地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造就了高品质的蔬菜；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能借助静安区的商
业优势，帮助当地的蔬菜打开销路，一定能
让砚山县有更好地发展，让当地农民获得长
期受益。

不过，当地老百姓早已习惯了大寨生产
模式，对“土地流转分红模式”不太理解，更
别提“全程可追溯”“大棚育苗+田间栽种”等
现代农业理念。即便是当地大型企业“中康”

上门，农民也没有转变观念。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静安区援滇干部便
与当地基层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
工作， 鼓励党员带头拿出土地参与流转、进
行试点。 随着 “政府+企业+农村合作社+农
户”全新经营模式的逐步推广，再加上第一
批参与土地流转的乡亲们拿到了可观收入，

潜移默化的改变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户开
始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企业。后者在承
包土地后， 既能解决其高效使用的问题，同
时还能解决当地农民的用工就业难题。在静
安区援滇干部的帮助下，打开上海市场成为
也当地企业发展新思路。

目前， 文山菜不仅走进了上海菜场、社
区，还入驻了多家餐饮平台、电商平台、社区
零售店。去年，文山菜在上海地区蔬菜销量
达 1155吨，销售额为 867万元。文山州砚山
县已达到脱贫标准，“摘帽”成功。

脱贫路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静安区通过不懈地扶智、扶志，努
力从根本上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并
巩固脱贫成果。

湖北夷陵是三峡工程的所在地，当
地的许家冲移民新村被称为“坝头库首
第一村”。由于三峡工程的修建，当年 19

岁的谢蓉作为三峡库区第一批移民，跟
随父辈们一起离开了家园，搬迁到这个
村子。没了地，也没工作，如何才能致富
奔小康？这是谢蓉的迷茫，也是当下新
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脱贫没多久的
老乡们的难处。

静安区对口支援的优惠政策帮了
谢蓉一把。2014年， 刚投入传统手工绣
创业没多久的她，被安排到静安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参加培训，培训内容不仅有
手工编织技艺， 同时还有商业营销技
巧。都市人对于市场和消费的理解给了
谢蓉很大的启发，上海老师还鼓励她挖
掘当地特色，以中华鲟为原型做成艾草
挂件和香囊， 成为特色旅游纪念品。在

上海援鄂干部的牵线下，谢蓉很快和上
海一家公益组织合作，让传统手工艺搭
上电子商务和旅游服务。现在，她已经
能带着村里不少绣娘一起脱贫致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直以来，实现
移民安稳致富，都是静安区对口支援的
首要目标。静安区在援建期间先后建设
了夷陵区劳动技能培训中心、许家冲移
民创业园、营盘社区移民创业就业服务
中心等就业技能培训平台，孵育了像谢
蓉这样为代表的致富带头人。 同时，也
积极搭建劳务输出平台， 对夷陵实行
“两优两免”政策，帮助万余农村富余劳
动力在上海务工就业。静安区还为夷陵
开设了“菜单式”培训班。因为在多年发
展后，夷陵基层干部感到，在资金外，更
需要的是来上海学习先进理念。 因此，

每当夷陵把需要的课题反馈过来，静安
区就立刻为他们定制可以答疑解惑的
培训班。

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去年，静安区
一家致力于服务白领的社会组织发起

了 “999名静安对口扶贫县少年儿童完成
新年愿望”活动。此后，在上海援疆巴楚分
指挥部的帮助下，白领驿家了解到巴楚青
少年可以看到的书籍太少了。于是，白领
驿家、静安“益家盟”发起并动员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募集 12000本图书，在巴楚
县第三小学设立了 “益家盟·小胡杨书
屋”。工作站建立后，白领驿家将巴楚青少
年作为第一批重点帮扶的对象，定期开展
面向“小胡杨”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调研，

引入专业团队参与分析研究，形成工作站
服务开发、守护“小胡杨”、参与社会重塑
的依据，并探索专业社会工作视角的巴楚
画像，了解当地群体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
念， 形成精准化社会援疆的服务依据。静
安区还鼓励新疆当地的孩子来上海走走
看看。沿着职业体验、参观学习、信念教育
的路线，小朋友们在白领驿家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参观了上海广播电视台、十六铺码
头、自然博物馆、上海航空科普馆、团中央
旧址等，激起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规划
的热情。

因地制宜 精准扶贫施策

扶智扶志 为当地带去新希望

上海女医师协会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深入
乡镇开展义诊。

上海企业走进贫困地区与当地农民座谈。

通过静安区“双向九进”活动，来自新疆的农产品、特
色产品走进了上海市民家。

静安文山扶贫专列发车了

在静安援滇干部帮助下，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建立起生态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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