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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联帮扶的张北县（盘城房村、东号村、落花营村）、围场县（托果奈村、竹字
下村、杨树沟村）、青龙县（石门子村）的 7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25 户 1996 人高质
量脱贫，人年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000 元、最高达到 1 万元，帮扶村贫困发生率清
零，消除绝对贫困。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河北港口集团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
贫攻坚决策部署，将扶贫工作视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承担定点“五包一”“三
包一”扶贫任务，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以“易地搬迁扶贫”为突破口，
以创新产业扶贫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以精神文化帮扶凝聚脱贫
攻坚正能量，出色完成抗疫“加试题”，企业累计捐赠帮扶资金 1.04
亿元，在安居养老、产业就业、消费帮扶等方面探
索帮扶新模式，为贫困地区的脱贫摘
帽奔小康贡献了“河港力量”。

打赢脱贫攻坚，河港人一直在路上！
从 2012 年开始，这群河港人在党中央号召
下，按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远离城市，
扎根 8 个县、24 个贫困村，推动脱贫攻坚政
策精准落地。先后 27 位第一书记、55 名党
员干部，排除艰难困阻，探索出看得见、摸
得着的扶贫路。

驻村之初，穷惯了、穷怕了、等靠要思
想严重的村民对工作队的到来并不“买
账”。“城里人送点东西，在穷山沟待不住，
没几天就走喽！”扶贫工作队走家串户摸底
中感受到村民对“外来人”不理解、不信
任，甚至是不接受。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脱贫致富不是
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2018 年，张北县东号村驻村工作队藜
麦种植的计划一经公布，村里就炸开了锅：
觉得“城里人”不懂农业，瞎折腾、出风头，
贫困户怕有风险不支持。

面对压力和质疑，第一书记佟德友耐
心地给村民算经济账，选购优质种子，带

头试种藜麦。秋收时，藜麦亩产最高达
到 220 斤，收入是传统农作物莜麦的 5 至
10 倍，一举树立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
鼓足了大家的干劲。奶油南瓜种植和光
伏发电、恒温库等扶贫项目纷纷推出也
让村民获益颇多，东号村人均年收入由
2018 年的 5932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4308
元。

驻村工作队在抓产业扶贫的同时，以
“抓党建、防疫情、促脱贫、保小康”为抓
手，坚持“志智双扶”“技艺双帮”，真正让
党旗飘扬起来、让广播响彻起来、让村民活
跃起来、让党员带头作用发挥出来。开办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劳动致富、脱贫光
荣”交流宣讲会、开展“脱贫感党恩、欢乐
迎新春”主题文化活动和脱贫致富“五星”
评选活动，激发贫困群众志气、底气和勇
气。创新“道德银行+爱心超市”模式，鼓
励村民通过好人好事、遵纪守法、传统美德
等评比中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引导村
民自治，促进乡风文明和谐。

此外，开展“微心愿”定向捐赠帮扶，集
团各基层党组织 67 名党员干部与 329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定期入户走访，落
实“四个一”询访。特别是 2020 年疫情期
间邮寄急需药品、解决难题 40 余项，为重
病村民累计捐款 4 次 7500 元，捐赠慰问品
价值 6万余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扶贫就
是要扶到了根上、扶到了点上，扶到村民的
心坎上。八年过去了，驻村工作组与村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修路建房、改建种植
大棚、创办集体企业、化身主播带货……工
作队员从港口设备管理专家变成种植的

“农业专家”，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效赢得了
由衷称赞。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跨越山海连接而成的帮扶情依
旧。未来五年，河北港口集团将继续做好
对口帮扶，助力脱贫山村打造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新农村，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
之举在于精准。发展农业产业不可“一窝
蜂”地凑热闹，不仅丰收不增收，还会“谷贱
伤农”。河北港口集团驻村工作组坚持因
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打出了一套精准扶
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的“组合拳”，统筹
产业选择、技术支撑、产销对接等要素，为
贫困户敲开了致富门。

——因地制宜做强扶贫产业。
产业是扶贫的“牛鼻子”。扶贫工作队

深入调研，立足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以
“一村一品”为抓手，创新“企业+村集体+
帮扶单位+贫困户”模式，培植有规模效益
的特色农产品，产业扶贫，助农增收。

2020 年，张北县盘城房、东号、落花营
村联合建起了 40 座五彩西红柿大棚，全年
生产西红柿 26 万斤，销售收入 60 万元；盘
城房村特色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落花营
村产业扶贫种植基地、东号村 1200 个特色
西瓜大棚相继建成运营，围场竹字下村木
耳栽培，全年生产干木耳 2400 余斤，销售
收入 13.8万元，人均增收 1835元；托果奈村
的标准化香菇大棚和杨树沟村野生菌烘干
扶贫车间也风生水起，成为“增收法宝”。
河北港口集团捐赠东号村联合收割机，解
决了劳动力不足难题，秋收收割、脱壳，共
产毛粮 2200余斤。

河北港口集团捐资建设灌装扶贫车
间、农产品基地的同时，积极引进张北祥原
和商贸有限公司、宏昊食品有限公司与贫
困村集体企业合作，补齐了产品深加工短
板，打造扶贫产品优选、优品、优质品牌。

加工产品也从土豆、红薯，发展到目前
的莜麦、藜麦、小米、蘑菇、西红柿、奶油南
瓜。如今，“本心初粮”“东号村”“米主任”等
品牌成为周边市场颇受欢迎的绿色农产品。

——创新帮扶增加就业岗位。
从土坯房住进了小高层楼房，荒芜的

农田变成了蔬菜种植大棚、外出打工的村
民纷纷回乡就业。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防止“边脱贫边增贫”，河北
港口集团由“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
根据当地贫困劳动力现状，在易地搬迁安

置区附近创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2018 年，收购秦皇岛港实业服务公司
的服装加工设备捐赠给张北县，在公会镇
易地搬迁扶贫安置区创办了港会服装加工
厂，建成 1000 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吸纳了
本地及周边 30 多名贫困户就业。采取“援
建企业＋订单帮扶”模式，港口集团向服装
厂订购了 1 万余套工作服，稳定贫困人口
就业，服装厂职工每月有 2500 元收入，昔
日贫困户实现了“就业不出小区、打工不离
家园、车间开在家门口、勤劳致富靠双手”。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河港集团捐赠
500万元建设的扶贫微工厂、残疾人手工艺
品扶贫工厂、扶贫印刷厂等项目也在紧锣
密鼓推进，预计将提供 200 多个就业岗位，
托起就业小康梦。

——消费扶贫打通产销通道。
河北港口集团将消费扶贫作为培育贫

困地区脱贫产业能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的重要手段，制定实施《河北港口集团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行动计划》，打通扶贫产品生产、流通、消费
各环节，拓展销售渠道，让特色产品走进千
家万户。

在推进产销对接上下功夫，串起从田
间到餐桌的链条。利用闲置库房改造成扶
贫产品中转站，协调龙头企业组建“张北—
围场—青龙”点到点农产品运输车队，组织
企业物资采购部门、党群系统以及餐饮单位
与贫困村对接，形成长期采销关系，大力推
进扶贫产品进超市、进社区、进企业；引进
智慧零售系统，在企业职工食堂等人员密集
区建立消费扶贫产品销售专区、消费扶贫爱
心专柜，为参与扶贫消费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为精准挖掘用户需求、调整种植计划提供
大数据支持；举办“消费扶贫献爱心、河北
国资作贡献”扶贫产品推介、“我为贫困村
特色农产品代言”等活动，利用省国资委消
费扶贫平台和企业“港口惠”“大美河港”等
微信平台，广泛宣传推介扶贫产品，激发社
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河北港口集团消费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和服务累计近 3000万元。

走进幸福港湾养老社区，养老住房、
医务室、护理室一应俱全 ,娱乐室里传来欢
声笑语，大爷大妈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好
不热闹。目前，118 名贫困老人入住社区，
其中大部分是失能或半失能。

“住在这儿吃得也好，穿得也好，娱乐
也好，感谢党的好政策。”坐在敞亮整洁的
娱乐室里，贫困老人李月满脸欣喜，直言
比以前在村口坐着晒太阳开心得多。

和李月一样欣喜的，还有返乡就业
大学生席卫琴。“河北港口集团给我们建
起了养老社区，我可以在家门口一边工
作一边照顾亲人了。”席卫琴家是盘城房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病故，母亲体
弱，哥哥患病失去劳动能力，靠这位“80
后”姑娘外出打工养家。 2019 年，席卫琴
结束十年“北漂”，在幸福港湾养老社区
找 到 了 新 工 作 ，工 作 出 色 的 她 被 评 为

“2020 年 全 国 十 三 五 励 志 易 地 搬 迁 群
众”。

据当地村委会介绍，村里大部分住房
是建造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土坯房，早

已破旧不堪，改造前危房比例超过八成。
2017 年进驻帮扶之初，河港集团多次调查
摸底，发现坐落在张北坝上的盘城房、东
号和落花营三个深度贫困村，长期在村居
住只有 342 户 623 人，空心率达 75%，60 岁
都能算“壮劳力”。

河北港口集团主要领导多次与张家
口市、张北县领导沟通研讨，提出了在张
北县公会镇建设易地搬迁扶贫新区的构
想。 2018 年，捐赠 1400 万元建设的幸福
港湾养老社区投入使用，捐赠 1600 万元
实施了张北贫困村公共基础设施治理提
升项目，改善了村容村貌，为脱贫摘帽奠
定了坚实基础；2019 年捐赠 3000 万元建
设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区“公会新区”，
15 栋新民居拔地而起，550 户村民挪出

“穷窝”住进了水电暖及文化活动基础设
施完善的“新居”，复垦土地 1033.92 亩。
公会镇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区项目被评为

“2020 年全国十三五美丽搬迁安置区”，
成为探索易地扶贫搬迁与社区养老服务
模式的“张北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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