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州人社局在吉首火车站举行“技能筑梦、就业脱贫”2017 年自治州贫困学生赴济南学
习送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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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民爱湖南、湖南特产销齐鲁，鲁湘携手奔小康———

东西部扶贫协作硕果摇技

奉永成

2018 年 12 月 14 日，山东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签订了《东西部扶贫航线
合作备忘录》。 计划于 2019 年 1
月开通济南至铜仁凤凰航班，将两
地距离缩短到“3 小时以内”。

与此同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出台了《关于济南市市民到湘
西州旅游享受优惠政策的通知》等
优惠政策，欢迎山东人民到湘西旅
游。

2016 年底，山东、湖南两地启
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山东省济南市
对口帮扶我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 双方约定，发挥济南市的区
位经济优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的资源禀赋，通过东西部扶贫
协作助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开展扶贫协作以来，鲁湘两
地通过高位推动、发展产业、人才
交流，携手共进，越走越亲，在全面
小康的道路上，击楫勇进，大步向
前。

2018年 12 月初，一辆辆满载脐橙的货车
从保靖县清水镇的湘西韵莱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出发，驶向遥远的山东省济南市……这是山
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与保靖县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成果之一，山东善行有限公司与保靖县果农
签订价值 1540 万元的脐橙采购意向合同，将
湘西大山的“黄金果”销售到齐鲁大地、泉城济
南,为果农增收提供坚实的保障。

拔穷根，发展产业是根本。 鲁湘扶贫协作
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工作重点，出台了《湘西
州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合作的若干优惠
政策》《关于济南市市民到湘西州旅游享受优
惠政策的通知》等优惠政策，助推产业合作。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济南市
政府根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自然禀赋
和实际，经过筛选，引导济南市本土知名企业
前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精准对接，有的放
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提前布局，储备一
批脱贫项目，确保援助资金使用精准；出台了
《湘西州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合作的若干

优惠政策》等文件，助推产业合作。
全州包括泸溪浦市铁骨猪产业扶贫、凤凰

县茶叶建设、 古丈牛角山茶文化休闲观光、花
垣县 1000 亩蔬菜种植加工、保靖黄金茶产业
发展、永顺县万亩莓茶产业园、龙山县蓝莓产
业等在内的 70余个产业项目经扶贫协作的助
推，硕果累累。

资源点对点，民心心贴心。
2018年， 济南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 64

家单位、企业参与的“济南市东西部扶贫协作产
业联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台包括减税
降负、用地审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山东企
业前来投资兴业。 目前，已有 22家济南市的企
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注册成立公司，济
南市企业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总投资额已
超过 1亿元，趟出了扶贫协作的“新模式”。

旅游资源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丰
富的自然资源。 立足本地优势资源，做大旅游
产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门出台了《关
于济南市市民到湘西州旅游享受优惠政策的
通知》，对济南游客实行票价全免或减半。两地

积极推进“济南万人游湘西”活动，使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成为济南市民的旅游热点，两地
多家旅行社签署合作和送团协议，并启动了旅
游示范村建设合作，旅游带动效应日益突出。

2018 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预计接
待山东游客 61.05 万人次，预计带来综合旅游
收入 8.43 亿元， 其中购物消费收入 6800 万
元；接待济南游客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
带来综合旅游收入 0.85亿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杰地灵，很多优
质农特产品出自该地。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分利
用双方优势资源，搭建平台，一批批“湘字号”
特产销往齐鲁大地， 既丰富了山东人民的餐
桌，也鼓起了贫困户的腰包。

济南市充分借助各类博览会、 展销会、大
型超市等平台优势，开展系列“湘字号”特色产
品推介活动，建立特色产品直销窗口、旗舰店、
体验店，展示和推介湘西特色产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优选当地包括古丈毛尖、保靖黄
金茶、 湘西腊肉等优质特产进入济南市 80 多
家大型超市和连锁店销售，2018 年销售额可
超 6000余万元。

扶贫产业势头迅猛、 山东游客络绎不绝、
“湘字号”畅销齐鲁大地。 东西部扶贫协作，鲁
湘两地击楫勇进。

一、“产业联盟”精准发力
2018 年 6 月，创新成立“东西部扶贫

协作产业联盟”， 将分散单一的企业资源
和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参与东西部扶贫
协作。 产业联盟成立当天，企业捐资 600
万元，用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脱贫攻
坚。 目前，已有 120 家驻济南企业加盟参
与扶贫。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联盟”牵线联
系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浪潮集团
完成了精准对接， 浪潮集团将帮助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建设“智慧湘西”； 济南日
报报业集团在湘西成立湘西舜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为济南企业赴湘西投资兴业提
供精准的资源对接和信息共享服务。

二、“1+3+3”格局“靶向施策”
� � �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结合本地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重点推动旅游脱贫、
特色农产品销售、结对帮扶等特色创新工
作，形成产业、就业、结对帮扶为引领的扶
贫协作“1+3+3”格局“靶向施策”。

出台《湘西州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产
业合作的若干优惠政策》，吸引 22 家山东
企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注册成立
公司 ；推动 “湘货入鲁 ”，一批优质 “湘字
号”特产进入济南市销售。

三、出台优惠政策，助推旅游产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门出台了

《关于济南市市民到湘西州旅游享受优惠
政策的通知》， 对济南游客实行票价全免
或减半；中国(济南)自驾游大会发出公益
倡议，启动“千车万人自驾游湘西”公益活
动，鼓励济南游客通过购买自治州特色产
品帮扶困难群众， 转变旅游扶贫方式，提

升旅游扶贫效益。
2018 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预

计接待山东游客 61.05 万人次，预计可带
来综合旅游收入 8.43 亿元。

四、成立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
2018 年， 在济南市和湘西土家族苗

族州的积极联络下，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
在花垣县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分院———十
八洞分院， 并赠送两台价值 210 万元的
挖掘机。

十八洞分院本着“立足花垣，面向湘
西 ，辐射周边 ，技能脱贫 ”的宗旨 ，引进
山东蓝翔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 ，创建
高水平实训实习基地 ，提升技能扶贫质
量与效果 。 目前 ，十八洞分院已举办了
两期培训班 ， 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200 人。

2018 年， 湖南凤凰县沱江镇三里湾村西
红柿种植基地，从山东济南引进种植的“水果
西红柿”枝叶下挂满了累累果实，获得大丰收。

将济南市的“水果西红柿”引进到湖南凤
凰县种植，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这只是东
西扶贫协作的一个缩影。

自 2016年底扶贫协作启动以来， 两地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党政一把手亲自安排部署；
结对区县、部门积极对接合作，携手共谋发展；
相关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爱心人士纷纷踊跃
参与，助力脱贫攻坚。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高度
重视、全力推进，济南市两任市长先后率领党
政代表团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对接，
洽商有关合作事宜；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先
后两次率领州党政代表团赴济南市考察对接，
并与两任济南市委书记深入交谈，增进结对友
谊，推进合作进展。 同时，两地人大、政协主要
领导及 7 个结对区县、22 个结对市（州）直单
位积极开展对接互访。

为推进扶贫协作工作尽快落到实处，两地
成立专门部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了
对接济南市东西部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济南市成立了济南市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办公
室。两地两部门积极沟通，加强对接，全力推进
扶贫协作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卓有成效。

2018 年 12 月 14 日，山东、湖南两省在长
沙举行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山东省副省长王
书坚专程赶赴参会，湖南省副省长隋忠诚出席。

双方表示， 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展以来，济
南市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联系紧密，积极
对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扶贫协作成效明
显；一批援助项目落地见效，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脱贫攻坚进程明显加快，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被全面激发。 下一步，要针对薄弱环节加
大工作力度、强化协作措施；进一步拓展合作
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使扶贫协作工作迈上新
的台阶，切实把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扶贫协作任

务落实好、完成好。
10 月 17 日，湖南省副省长隋忠诚率有关

省直单位负责人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
长龙晓华等一行赴山东省济南市考察对接。
2018 年早些时候，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
涛率领党政代表团来自治州考察对接。 山东、
湖南两地先后召开三次高层联席会议，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先后召开 7 次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高位推动、上下联动；亲戚越走越亲，情谊
越聚越浓。

2018 年， 济南市加大了对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援助资金规模
由 2017 年的 8147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8
亿元，计划安排援建项目 132 个，县均受援资
金达 4000 万元，资金由市、区两级按 5:5 比例
承担。并决定，2019年、2020年按 10%的比例
逐年递增。

为规范高效使用资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出台了《湘西州东西部扶贫协作援助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 要求各县将资金使用精准聚
焦贫困乡镇、 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重
点支持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利益联系紧密的
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项目， 将 2018 年济南市
的援助资金，98.9%用于县以下基层，95.9%用
于发展产业和促进就业。

在 2017 年“1+7+11”协作框架的基础上，
鲁湘两地新增 11 个结对单位 ， 形成了
“1+7+22”新的协作框架。 街道乡镇对接深入
推进， 山东省济南市 67 个街道、83 个社区分
别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88 个贫困
乡镇、106 个村结对帮扶； 济南市 162 家企业
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85个贫困村。两年
来济南市各界已向自治州捐赠钱物价值
5933.7万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奋发图强，全力攻
坚。 自精准扶贫开展以来，至 2017 年底，全州
累计减贫 40.88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0.41%，2018年预计可降至 5%以下。

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典 型 案 例

高 位 推 动 ———鲁湘两地越走越亲

产 业 协 作 ———山东人民帮湖南，湖南特产销齐鲁

2018年 12月 18日，凤凰县沱江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瞿显权刚从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
分院结业， 便接到了北京一家公司发出的就业
邀请，试用期结束后，月工资可突破 5000元。

瞿显权结业即就业，折射出的，是东西部
扶贫协作的显著成效。

2018 年 6 月， 在济南市和湘西土家族苗
族州的积极联络下，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在花垣
县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分院———十八洞分院，并
赠送两台价值 210万元的挖掘机。 目前，十八
洞分院已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建档产卡贫
困户近 200人。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来实现。鲁湘两地扶贫协作始终坚持支
持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扶技、扶业成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源
头活水”。

自开展扶贫协作以来，济南市、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联合举办“两后生”培训班、轨道交
通班等，学生免费入学并享受生活及交通补贴，
累计培训千余人。 组织专场招聘会 15场，提供
就业岗位 1.7万个， 达成就业意向 2227人，实
现贫困群众转移就业千余人；建设“就业扶贫车
间”48个，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2018 年 4 月，凤凰
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田桂虾，在济南市就业扶
贫车间———周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就
业，年收入可达 3万元，全家顺利脱贫摘帽。

劳务协作不断深化。济南市天桥区结对帮
扶凤凰县， 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招聘务工活动，
仅 2018 年开展的春风行动招聘活动中，济南
市天桥区 10 家优秀企业为凤凰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岗位超 100 个； 济南市历城区帮扶
保靖县，帮助 20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到达
济南进行务工；历下区帮扶永顺县，16 名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在济南市实现就业……

按照“一户一门增收技术，一户一个增收
项目，一户一个产业工人”的目标，开设符合贫
困地区、贫困人口特点的培训课程，采取定员、
定岗、定点、定向模式，为贫困家庭有职业培训
意愿的对象免费提供技工教育或职业技能培
训，帮助其实现技能就业。 翻开鲁湘两地扶贫
协作工作手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携手奋进，离不开人才支持。赵鲁、许卫军
均是典型的“山东大汉”。 原本从不吃辣的他
们，自来到湖南开展扶贫协作工作后，入乡随
俗，现在顿顿“无辣不欢”。

鲁湘两地互派挂职干部 53 名，其中：自治
州向济南市选派挂职干部 27 名， 济南市向自
治州选派挂职干部 26名。

为保障“人才 +产业”双落地，两地互派专
业技术人才交流 531人。 同时，济南广泛开展
干部和人才培训合作，举办了湘西土家族苗族
州自治乡村旅游带头人培训班、全州农技干部
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培训班等 13 个专
题班次，为全州培训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
近 12000人次。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东西部扶贫协作，任
重道远。意气风发的鲁湘两地人民，牢记嘱托，
携手奋进， 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奋力奔跑，不
断前行。

人 才 培 训 ———注入“源头活水”，激发内生动力

（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

济南天桥区-凤凰县东西部劳务
协作 2018 年 IYB 培训开班仪式。

济南市“轨道班”招生面试凤凰站。

2018 年 6 月 22 日，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挂牌仪式在花垣县举行，标志着
本年自治州东西部劳务协作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 据了解，跨地区办学在山东蓝翔技师
学院尚属首次，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以立足花垣，面向湘西、辐射周边、技能脱
贫为办学原则，开设了学制 3 年的汽车维修、烹饪专业技工教育和挖掘机操短期技能培
训，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