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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
着力改善民生增进百姓福祉

“家门口的县人民医院大变脸了，
现在看病既方便又舒心！”对于家住中
博·香山湖小区的居民邓大爷来说，如
今，不用出县就能享受到重庆大医院的
医疗水平和优质服务。

去年，由山东省对口帮扶500万元
资金援建的忠县人民医院门诊医技大
楼（鲁忠医技楼）全面投入使用，高端的
医疗设备使基础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得
到有效提升，让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看
病，获得感、满意度大幅提升。这只是
对口支援改善民生的一个缩影。

重民生、聚民心。山东省、沈阳市
坚持将援建资金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
斜，致力解决民生“难题”，医疗卫生、学
校、道路、便民服务中心等一大批民生
项目在忠县遍地开花。

惠民项目百姓受益。2014-2018
年，两省市先后安排援助公益性项目资
金1310万元，援建复兴镇天子村、白石
镇长寿河社区等村庄、社区水电气管道
安装、人行便道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
给城乡风貌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群
众享受更多实惠。

医疗建设水平领先。2014-2018
年，两省市先后安排援助公益性项目资
金340万元，援建忠县乌杨街道卫生院、
涂井乡卫生院、忠县任家镇卫生院3个

卫生院改造及设备购置，项目建设解决
乡镇卫生院医疗仪器设备短缺的困难，
进一步完善乡镇医疗环境，增强综合服
务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基础教育全面推进。2014-2018
年，两省市先后安排援助公益性项目资
金1050万元，援建忠县实验小学等11
所学校的网络媒体设备改造、宿舍维修
等，有力促进忠县教育事业发展。

喝上了放心水、家门口看了病、过
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近年来，这
些巨大的民生变化成为忠县亮丽的风
景，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项目，让忠县群

众感受到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开启
了他们的幸福大门。

倾力
培育优势产业激活造血功能

冬季时节，走进忠县黄金镇东风
村，来自山东的300亩“沂蒙一号”山楂
树苗连绵成片，迎着寒风正奋力生长，
为来年丰收积蓄力量。

2018年山东省引导山东顺淏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帮助忠县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在忠县黄金镇、新生街道、官
坝镇、新立镇、善广乡5个乡镇推广种植
1200亩山楂产业扶贫示范项目。

“山楂种植成活率高、人力成本低，
产出效果好、药实用价值高，具有良好
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忠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种植任
务，山东省无偿援助资金100万元，项
目计划分阶段推进，预计2020年投产，
达产后预计收益300万元，项目建成后
增加群众流转土地、务工收入，目前受
益人数9285人，解决13人就业，成为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输血解一时之难，造血解长久之
困。为支持忠县产业发展，让移民安稳
致富，山东省和沈阳市按照“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先后在

工、农业等方面开展了30多个项目合
作，完成投资5000多万元，安置移民
1500多人。2007年，山东省援助1400
多万元，帮助忠县修建“山东工业园标
准厂房”，已成功引进南泰集团等知名
企业落户园区。

在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上，两地还加
大对忠县柑橘、豆腐乳、腐竹、医药等产
业发展的援助，帮助忠县试验种植山
楂、金银花等产业扶贫发展项目，为忠
县农业产业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催生
了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

倾智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对口支援工作，干部人才是重要内
容。山东省与沈阳市充分发挥其职业
教育、就业培训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
展智力帮扶，结合忠县产业建设重点，
为忠县干部群众开展基层党政干部、致
富带头人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提升
人力资源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
力支撑。

今年5月19日-5月25日，忠县48
名新提拔县管副职领导干部赴沈阳参
加对口培训，重点学习了经济发展、城
市建设、历史文化等先进经验和知识。

“这次外培学习拓展了我们的视

野，也为我们开展下一步工作开拓了思
路。”忠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华说，他在
参观了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雷锋生前所
在部队和聆听了雷锋精神专题讲座后
深受触动，他决心发扬好雷锋精神，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扎实做好本职
工作，为建设和谐美丽的新忠州贡献力
量。

通过“送出去”、“请进来”、“传帮
带”等途径，为忠县干部群众开展基层
党政干部、致富带头人及专业技术人才
的培训，培养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干部人
才队伍，有力助推了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和社会进步。

2014-2018年，山东省与沈阳市帮
助忠县培训人才、农业产业带头人、移
民致富带头人、基层党政干部、移民创
业扶持，援助830万元，扶持移民致富带
头人的产业发展，为移民培训基地配套
桌、椅、电脑等设备，培训人才共计721
人，分别培训农业产业带头人和移民干
部536人，致富带头人85人，培训忠县
党建暨社会治理干部、移民小区社区干
部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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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忠县水利局提供

倾心帮扶 情满忠州
山东省、沈阳市以对口支援促进忠县高质量发展

对口支援，手足情
深；携手共进，风雨同
舟。

山东省与沈阳市，
一个在齐鲁大地，一个
居辽河平原，与忠县虽
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
却因对口支援与忠县人
民手相牵、心相连。

居民们搬进了温馨
的移民小区；崭新的校
园内传来朗朗读书声，
从山东引进推广种植的
山楂树苗扎根生长……
帮扶的鼓点日趋密集。
自 1992 年以来，来自山
东省与沈阳市的资金、
技术、人才与理念源源
不断地输送到忠县。

山东省与沈阳市带
着对库区移民的浓浓深
情，发扬“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精神，广泛动
员各方力量，通过改善
民生、产业扶持、人才培
养等方面，不断开创全
方位对口支援忠县的新
局面，有力推动了忠县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志合者，不以山海
为远。27 年来，山东省
和沈阳市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援助，全面
点燃了忠县跨越发展的
强大引擎，在这动力的
激励下，百万忠县儿女
正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感恩奋进、筑
梦未来。

自1992年以来，山东省、沈阳
市无偿援助忠县资金2.96亿元。

援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
目380个。

接收安置忠县籍外迁移民
4715人。

干部挂职锻炼120余人次。
接收忠县籍中专毕业生1104

人。
培训基层党政干部、移民致富

带头人等各类人才2500余人次。

帮扶效果

忠县城市全貌

山东省教育厅援建的忠县中学

强支援
立足生态本底 培育绿色产业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中成药和食品研发、生产、销
售，以及特色道地中药材种植、深加工
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政
府搭台，企业产品得以在江苏的各级医
疗单位拓展，快速让三峡云海药业发展
成为云阳产业带动最强的企业，如今连
续10年被评为当地十大纳税企业，是
重庆市重点民营企业，解决库区移民
386人就业。

重庆万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力药业”）是云阳当地中药生产企
业。短短几年时间，江苏省有26家中
医院和综合医院开始采购万力药业的
中药饮片，全年共采购中药饮片达
1500万元。

两大药企的做大做强，背后折射的
是近年来云阳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总揽，
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
围绕“大生态、大扶贫、大健康、大旅游、
大数据”五项重点工作，加快发展绿色产
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的决心和智慧。

同时也得益于江苏持之以恒的对
口支援。自江苏省对口支援云阳以来，
江苏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
务院的号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讲政治、顾大局，高度重视对
口支援云阳工作，特别是对云阳县医药
企业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助推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如今，在云阳县和江苏省的支持
下，万力药业探索出“公司+农户+村集
体+基地”发展模式，采取“自有基地、
项目合作、订单合同、委托种植”等方
式，按照GAP标准全面推进中药材种
植基地项目建设，带动药农和贫困户致
富，既解决了移民搬迁后产业空虚问
题，同时又带动中药材等绿色产业发
展，推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精准支援，合作共赢。受益的不仅
是云阳，还促进了两地间的发展交流。
近年来，立足云阳优势资源，江苏恒顺
香醋等一批名优企业落户云阳。利用
当地绿色食品资源优势，将调味品布局
云阳，2018年江苏恒顺醋业云阳调味
品公司实现产值1.4亿元，安置库区移
民88人。同时，促成江苏红太阳集团
投资50亿元的世界村新能源汽车三电
项目落户云阳。

值得一提的是，为深化产业合作，
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双方将
在《全国对口援三峡库区合作规划
（2014—2020年）》基础上，进一步突出
产业协作，编制《全国对口援三峡库区
合作规划（2021—2025年）》，重点围绕
云阳产业定位，倡导各支援地市在招商
引资、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休闲农

业、旅游开发等全方位产业合作。促进
库区高标准保护好“绿水青山”，并通过
高质量发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提升新时期对口支援工作水平，
助推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

惠民生
发挥优势资源 推动配套建设

双江人民医院北部新区分院项目
已完成建设，并在今年成功开门营业；黄
石实验学校已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可
建成招生；故陵初级中学项目排水沟整
修、塑胶球场改建均已实施到位……

随着对口支援建设的不断深入，如
今一大批民生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拔地
而起。配套设施设备的完善，换来的是
群众的满意和支持，见证的更是江苏与
云阳两地的深情厚谊。

2014年以来，江苏省坚持以民生为
先为重，发挥当地行业部门在医疗、教
育、卫生等公共事务上的资源优势，推动
对口支援移民迁建落地生根。截至目
前，江苏省累计援助各类资金7663万
元，其中计划内6483万元，计划外1188
万元。先后援助老年活动中心、体育场
等公共文化体育活动项目4个，援建云
阳中学、初一中等学校35所，县人民医
院、中医院等医院18所，有效缓解了广
大群众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完善了小
区居民用水、用电、文化、体育配套设

施。特别是苏州高新区累计捐资450多
万元，援建云阳苏州高新区特殊教育学
校，为学生生活提供了优良环境，为教育
教学提供了先进的设备设施，助力云阳
县残疾青少年健康成长，推动了云阳县
特殊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在江苏省大力的对口支援下，云阳
县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园
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中国优秀旅
游城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等殊荣。

接下来，江苏省还将继续加大对
云阳教育、卫生、移民小区改造和扶贫
开发项目的帮扶力度，重点援建基层
学校、医院、移民小区及乡镇基础设施
等民生项目，改善移民小区综合配套
功能，让移民直接受惠，长期受益。同
时继续引导江苏各界人士向云阳县困
难群体奉献爱心，鼓励江苏企业或爱
心人士对云阳困难群众进行“一对一”
帮扶。

拓路径
强化人才交流 推进人才援助

如今，三峡云海药业、旭达药业生
产的相关产品成功打开了南京、苏州、
无锡、常州、徐州、盐城等地市场，并进
入医保目录，逐渐形成完善的销售网
络。同时，云海药业、万力药业、旭达药
业在江苏销售产品累计达6亿元，并以
每年30％的速度递增，对口支援的成
效逐渐显现。

江苏省在坚持产业协作增强造血
功能的同时，将人才交流也作为对口支
援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利用苏州农干院、无锡干部
学院等培训基地，27年来不间断为云
阳县开展人才培训，提升智力扶持的软
实力。如今累计培训各级领导干部
1270人次，现在岗正科级以上的云阳
县干部基本上都到江苏培训锻炼过，这
批干部带回了发达地区的先进思想和
观念，成为云阳改革发展的生力军；累
计培训企业管理人才200人次，为企业
发展培养了经营管理精英，促进了企业
健康成长；累计培训先进中小学校长
200人次，助力云阳县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培训移民致富带头人500余人次，
温定军等一大批经过培训的普通移民
发展起水产养殖等产业，实现了由农民
到企业家的华丽转身。截至目前，先后
培训云阳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
才、中小学校长、移民致富带头人等各
类人才267余批次、2198人次，挂职培
养党政干部51人，为云阳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智力支持。

赵童 刘玉珮
图片由云阳县发改委提供

同饮一江水 共续一段情
江苏省深化对口支援助力云阳发展再上新台阶

江苏省紧邻黄海，地处
长江下游，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

云阳县身居三峡库区
腹心，位处长江中上游，区
位优势独特，但三峡移民工
作任务艰巨。

同饮一江水，共续一段
情。27年来，长江母亲河让
两地结下远亲，形成了相似
的性格：江苏，豪爽仗义；云
阳，热情耿直。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对
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战略部
署以来，江苏省结对帮扶，
对口支援云阳县，让两地有
了更多交流发展的机会，让
相距千里的云阳，在产业发
展、民生领域、人才培养等
诸多领域开花结果，推动对
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助力
云阳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27年来江苏省先后有267余批2124人次赴云阳县实地指
导对口支援工作，累计无偿援助资金及物资折款6.56亿元，援建社会事
业项目411个；接收安置云阳县外迁移民9258人；帮助培训各类人才
2212人次，挂职培养干部51人；帮助促销云阳县移民企业产品6亿元。

帮扶效果

江苏省对口帮扶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协调小组成员王志忠一行考察云海药业

江苏省对口支援云阳重点项目——云阳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