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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辉煌成就，深刻体现了中国减贫模式的强大力
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大部分区域作为环燕山—太行一线的深度贫困地
区，扶贫脱贫任务艰巨。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区，如
何向世界充分展示减贫的中国成就？如何浓缩书写美丽中国形象？这是
新时代赋予张家口的政治使命。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张家口市
在经历深刻自省后交出了新的答卷。

着力整改：“拨云见日”先要“不畏浮云”

从内蒙古高原南缘出发，“草原天路”所在的张北县曾是著名的
游牧部族“鬼方”活动区，康巴诺尔湖所在的康保县曾是匈奴、突厥
等部族的游牧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蔚县更是“燕云十六州”之一，
涿鹿之战古战场所在的涿鹿县是中华文明多元融汇的早期地带……这
样一个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因开放晚、基础
差、底子薄，成为首都周边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成为河北省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

2017 年，中央和河北省纪检部门对张家口市部分区县进行专项检
查，发现相关地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突出。专项检查问题反馈
后，张家口市一方面坚持把脱贫战略布局的“总盘子”继续深入推进，
另一方面坚决整改主体责任缺失、工作作风不实、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当时，问题的历史性累积、干部队伍的轮换调整、区域施
策方面的机制性阻碍，一些干部曾一度出现沮丧和观望情绪，施策机制
也面临一些内焦外困的问题。

“治理如弈棋，发展如履冰。”张家口市决策部门经过深入调研，
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讨论，认为问题的累积尽管有历史性、复杂性、集中
性，但整改必然意味着对既定格局的挑战，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
突破机制固化的藩篱。“拨云见日”，首先要“不畏浮云”直面问题。
张家口市紧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采取紧急举措，
一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任命能够跳出一己之
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较真碰硬的县区主要负责人，系统学习党的
十八大以来关于精准脱贫的政策文件，把准方向、吃透政策、有的放
矢；三是实事求是地借鉴“他山之石”，在国务院扶贫办协调下，组织
了以驻村干部为主体的队伍，奔赴其他形成典型做法的地区观摩学习；
四是分级负责、分类推进，重点解决结构性贫困问题、经营性贫困问题
和生产性贫困问题，以及特殊贫困个体社会保障问题；五是强化考核问
责，特别是将驻村工作队与派出单位“一把手”进行捆绑考核，进一步
强化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履职意识和担当责任，以形成同心协力攻坚破难
的工作格局。

终见成效：“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视察时的重要指示为指针，张家口市确定
了“五个绝不能忽略”的施策导向：一是绝不能忽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首
都保障意义对张家口市作出的“两区”定位；二是绝不能忽略张家口市作
为燕山—太行一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的历史累积性；三是绝不能忽
略张家口市向环京津冀展示供应特色物资的资源排他性；四是绝不能忽
略冬奥会城市背景下如何长效打造“中国雪城”名片的历史节点性；五
是绝不能忽略“两翼”齐飞背景下在环京津冀城市群打造“全绿色城
市”概念的政策稀缺性。由此，张家口市跳出了“就扶贫抓扶贫”思维
定式，以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为引领，以发展全
季、全域旅游为突破口，在坝上地区建设国家草原公园和示范牧场，在
坝下地区建设农业公园，在市域范围内建设旅游铁路，加强零度以下资
源开发，统筹解决好“后三年”和“三年后”可持续发展问题。

科学明晰的思路、相对务实的举措、求真的施策导向，引领和推动张

家口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在内生动力方面，农村一线
扶贫队伍呈现出全新面貌，扶贫工作者根据贫困村村情进行回应型对
治。张北县玉狗梁村，驻村第一书记初进村时，全村仅剩 160 余名老弱
或残障留守人口，经历了从无奈到全面整合资源，从带领群众练瑜伽健
身开始，村党组织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质之变。“中国瑜伽第一村”经媒体
报道后，与更多机构合作建立了更长效的特色产业。二是在产业扶贫
方面，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蔚县、坝上“草原天路”、崇礼冰雪旅游、赤
城“三道弯”等旅游资源带为基础，将特色农业布局在“中国传统村落”
辐射线上，辐射带动贫困人口 27 . 84 万人。三是在生态扶贫方面，结
合建设坝上国家草原公园和示范牧场，实施造林生态工程，吸纳贫困
人口参与造林务工提高收入，贫困户以生态护林员、护草员、河湖巡察
员等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四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张家口市提出
“筑牢党执政的微观基础”这一引导性理念，强调干部要缓解干群关系
中的“距离焦虑”、发展差距上的“公平焦虑”、特殊群体的“无助焦虑”，
让干部从“走近”群众变为“走进”群众，避免基层老百姓因“无力”而失
势、基层组织因“无力”而失灵。蔚县的“吃派饭”等做法，被媒体报道后，
引来诸多省市来调研和学习。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张家口市正是从问
题整改出发，在施策时坚信“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对一株一枝、一
河一流、一村一户、一乡一社、一源一因都做到了解。媒体调研中，
具有典型脱贫做法的贫困村群众满意度一项，在选样的全国 100 个村
中位居第七。正所谓“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只要敢于担当，破除私
心，张家口全面小康之路将会更加广阔、更加光明。

责任展现：让世界见证减贫的“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我国逐步消除贫困的 40 年。 40 年的接续
奋斗，让 7 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对将于 2022 年承办冬奥赛事的张家口来说，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而新作为的意蕴包含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减贫”的责任使命，张家
口的减贫成果是中国减贫奇迹的浓缩表达，张家口的乡村振兴水平
呈现的是未来中国乡村的希望形象，党在张家口市的基层组织的活
力体现着我们党夯实执政微观基础的水平，世界凝眸的瞬间，即是
对张家口消融“语言壁垒”和“文化隔膜”、如何呈现中国梦的观
察。

好风凭借力，攻坚正当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带着天下归心、众志成城的攻坚精神，张家口市正将减贫
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高度，不落下一个贫困县区、不丢下一个困难群
众，向世界展示“中国减贫”成就、品质与意义。 (杨永纯)

张家口：冬奥主赛区展现“中国减贫”成就

新华社贵阳 2 月 8 日电(记者杨洪涛、向定杰)吉祥如意的春联、火红
喜庆的“福”字、宽敞明亮的客厅、一应俱全的家具、“家和万事兴”主题的
刺绣……春节期间，走进易地扶贫搬迁户李泽喜家里，一股浓浓的年味儿
扑面而来。

“我两个哥哥也都搬出了大山，大女儿前几天刚出嫁，过几天就回来，
二女儿、小儿子正在读大学……”说起搬到县城以来的变化，48 岁的李泽
喜内心充满喜悦。

李泽喜的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乐山镇瓮海村大林沟村民组，
那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他们三兄弟家共有 10 多口人，都挤在一栋破旧
的老房子里，全家总共也只有几分水田。为了维持生计，李泽喜到处打零
工，收入也不固定。

2016 年，在当地干部的动员下，他毅然决定搬到县城，住上了约 100
平方米的房子。“财随鸿运福门开，喜迎富贵吉祥来。”贴在大门口的春联
是李泽喜搬到县城变化的生动说明。

“在县城，孩子上学方便，打工也方便。”李泽喜乐呵呵地说，妻子闲不
住，在居住的小区内干保洁工作，每月收入 1800 元，他则在县城干电工，
因为有管理经验，还当上了带班班长，每月固定收入 1 万元左右。

饱满的精神、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与李泽喜交谈中，很难想
象这个“城里人”在几年前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李泽喜一家生活的变迁是贵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一个缩影。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贵州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188 万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0 万人，搬迁规模全国第一。
为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贵州在实践中探索出“六

个坚持”的实施路径——— 坚持资金省级统贷统还、坚持自然村寨整体搬迁
为主、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坚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坚持不让贫困户
因搬迁而负债、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

三年多来，上百万群众逐渐圆了多年的“城市梦”。
“搬来一年多了，有时还觉得像是在做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

巩县移民户肖金华说，他经常站在新家的阳台上遥望老家方向，有时不敢
相信自己彻底告别了那个穷山窝。

肖金华老家在岑巩县平庄镇榜上村，到县城去要先走 6 公里山路到
镇上，再花 26 元车费，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娃娃上学最可怜，天不亮就
要出门，夏天还好，冬天真是活受罪。”

2017年 8月，肖金华搬到县城的新家后，在政府帮助下开了一家百货副

食店，两个儿子在小区不远处的中学读书，再也不用起早贪黑赶路了。
为了帮助移民群众加快融入迁入地生活，一些地方还不断出台新

的“套餐”。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 2017 年底开始探索实施“新
市民计划”，从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教育、就业创业、卫生健康、资源权
益、兜底保障、社会治理、社区党建等 13 个方面，推出了“一揽子”配套
措施，系统地帮助搬迁群众向“新市民”转变。

据贵州省生态移民局统计，截至目前，贵州已完成搬迁任务 127 .8万
人，今年 6月底前将全部搬迁入住。

“城镇化安置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生活条件，确保了稳定脱贫和长
远发展。”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

易地扶贫搬迁极大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贵州省
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随机入户抽查 928 户搬迁群众调查，搬迁群众
对政策满意度达 99 . 46%。

如今，“跳出深山”的贫困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也逐渐有了更
大、更好的奔头。

“我打算尽快把驾照考出来，在县城开个门面，自己当老板！”李泽
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扶贫“套餐”助易地搬迁群众变“新市民”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提升逾百万山区群众幸福感

▲尚义县十三号村的窑洞客栈工作人员在整理房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摄)。“房屋破旧漏、街道脏乱差、庭院无人住”，这
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十三号村过去的典型形象。如今，这个曾
经的空心贫困村通过发展窑洞客栈为主的乡村旅游，被评为河北省
美丽乡村示范村，走出了一条山区贫困村脱贫致富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一大早，家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招束沟镇拉各拉村的陈丽就开始忙活起来。

这是她家脱贫后的第一个春节，陈丽要在正
月初三这天宴请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庆
祝。

陈丽今年 46 岁了，由于自己和丈夫的身
体都不太好，夫妻俩前几年一直以种植玉米
为生，全年收入不到 7000 元。

“拉各拉村地处辽宁北部，曾是典型的
贫困村。这里四面环山，常年干旱少雨，自
然条件恶劣，村民靠种植农作物根本没有多
少收入 ，多年来一直都摘不掉贫困的帽
子。”拉各拉村第一书记刘胜伟对记者说。

“要让贫困户真正脱贫就要发展产
业。” 2018 年，拉各拉村引进了盛京满绣扶
贫项目，村里成立了阜新市第一个创业扶贫
车间。当年 8 月，盛京满绣技艺传承扶贫(孵
化)车间在村里启动，通过政策支持、绣工免
费培训、绣品统一回收等方式，盛京满绣扶
贫项目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陈丽也成
为第一批接受培训的贫困户。

“以前不敢外出打工就是因为担心家里
的孩子没人照顾，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能
把钱挣了，真是太方便了。”陈丽说。

刘胜伟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每位贫
困户学习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正式加工订单
了，如果按每人每月完成 3-4 个订单来算，
月收入就能达到 1500-2000 元。”

“带着娃 ，绣着花 ，养活自己又养
家。”这是陈丽她们为满绣车间编的顺口
溜。如今陈丽已经是车间里的骨干力量，也
是技术指导，所有绣品都要经过她的验收。
“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过得有盼头。”陈
丽说。

目前，拉各拉村的盛京满绣技艺传承扶
贫(孵化)车间已经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 50 多人，车间里最多时有
40 多位工人同时做工。

2018 年底，拉各拉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扩大扶贫车间的规模，吸纳更多的贫困户进入到扶贫车间
里，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刘胜伟说。

(丁非白、赵洪南)新华社沈阳 2 月 8 日电

绣
花
针
连
起
的
脱
贫
路

脱贫户欢度新春 ▲ 2 月 3 日，山西省汾阳市石庄镇胡家社村的脱贫户宋明山（左一）在和家人
一起喜挂新春装饰。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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