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援友 〔2019〕 7号

美子印友十項工作狙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成長単位、各区、各相美単位、各前方工作机杓:

接照《天津市高度量推逃末西部扶貪跡作和支援合作助力打

好脱介攻堅哉2019年実施方案》要求,全市 H企寺項工作姐牽

共単位分男1研究制定了各頷域寺項工作方案,井埜市扶貪lll作

～支援合作工作領早小姐頷早同意。

基子市委宣佑部制定的寺項工作方案己ミ辻寺日渠道印友

実施,現杵 10今寺項工作方条印友分体fl,清筆合実昧汰真貫

御執行。

附件:1.天津市高度量推逃末西部扶貪frr作和支援合作 2019

年千部人オ支援寺項工作方案

2.天津市2019年片た功員社会力量参考末西部扶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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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禾口支援合作的実施方案

3.天津市高反量推逃末西部扶貧llr作

～
支援合作 2019

年声立却扶寺項工作方案

4.教育扶貪寺項工作方案

5.天 津市扶貪跡作和支援合作資金支持寺項工作須

2019年工作方案

6。 天津市高反量推邊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助カ

打好脱貪攻坐哉2019年労券lll作支援寺項実施方案

7.2019年 天津市消費扶貧寺項工作方案

8.天 津市文化旅済扶貪寺項工作俎 2019年実施方案

9。 天津市高度量推邊末西部健康扶資lll作 和対口支援

寺項工作実施方案

10。 天津市 2019年“万企稲万村"精准扶介行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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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津市高度量推逃奈西部扶貧祢作和支援合作
2019年

~1・

部人オ支援十項工作方案

力決真落実市委市政府《夭津市高廣量推邊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

支援合作助力打好脱貪攻堡哉2019年工作方案》,オL実倣好我市末

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2019年千部人オ支援寺項工作,制定女ロ

下工作方案:

一、患体要求

深入学コ貫御刀近千′き♯t己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沿述,特男1是

在参カ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洪廿粛代表囲常減叶的重要緋活精

神,決真落共市委“升象カロカ、多展仝覆蓋、有限元限相筆合"的要

求,堅持把政治林准放在首位,芦把人逸IEk治 美、品行美、能力美、

作風夫、廉浩美,堅持事立力上、人間相道、人事相宜,張化党姐

象頷早和把美作用,大力逃派政治上掌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八

上址得硬,有吃苦和奉献精神、対群A有深厚感情的千部,按照“進

北派、進管理負主責"的 原員1,対 千部人オ炊芦管理監督、真減夫
′む愛伊,31早 和激励千部ノ、オ不恙初Jむ 、牢t己使命、担当作力、奄1

新党珪,高度量完成扶貧協作和支援合作任弁,力助力我市扶介跡

作 39今貪困芸2020年全部脱貪摘帽、対口支援地区民生明呈改善

提供竪張的千部人オ保・
IIE。

二、倣好干部人オ逸派工作

市委須奴部筑等落実地派任弁,指早推功全市各_in位逍派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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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援派千部人オ,具体負責援程、援蔵、援青等列入中俎部下迷廿

支1的千部人オ地派工作,援甘、援承徳フ1入省象党委須奴部地派汁

支1的党政千部地派工作;常核市教委、市工生健康委、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等単位,接照教育部、国家工生健康委、公安部、司法部

下迷汁支1迪派的千部人オ;常核市合作交流か根据援受双方秤扶lll

洪要求各区、各単位逃派的柔性稲扶寺立技本人オ。2019年共地派

千部人オ2210名 ,其中党政千部 255名 ,寺立技本人オ 1955名 。

(一 )逃仇漁張党政千暑「

接照中姐部有美規定,頷 臥要重点逍派有校張的俎象頷早和朱

合lll調 能力,善千机班子帯臥伍,有友晨潜力
～
奉献精神的千部 ,

同等条件下仇先考慮有多鎮 (街道 )党政頷早聞位姪所的千部:日 1

領眺要重点地派大局意沢和配合意沢張っ熟悉笙鉄人事立弁或具有

相美工作笙所的千部;晏委副ギt己 、副芸長等骨千要重点北派熟悉

“三水"工作,了 解基尿,善千倣群A工作,能杉泣対突友事件
～
隻

余局面的千部。注重地派仇秀年軽千部参加末西部扶貧lll作

～
対ロ

支援。

1.接照中姐部下主ム汁丸1,地派第九llL援蔵党政千部 25名 ,其

中西蔵白治区有美部日2名 ,昌都 23名 ,援派叶同3年。(市委岨

鉄部章共り各区、各部i可 、各単位負責ヮ援蔵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2.接照中須部下迷汁支1,地派第四llL援 青海黄南党政千部 14

名,援派叶同3年。(市委狙奴部章共,演海新区負責ヮ援青前方

工作机杓配合 )

3.接照中墾部下迷汁支1,生派援堰党政千部 36名 ,其中和国

地区30名 、兵四十一りT6名 ,援派叶同3年。(市委狙鉄部章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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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各部門、各単位負責,援彊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4.根据市末西部扶貧llr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姐要求,生

均廿粛省委俎奴部洵lit,力 廿粛地派党政千部 H8名 。其中省宣机

美6名 ,廿南州宣机美4名 ,6企地象市各 l名 ,34今晏各 3名 ,

桂取叶同3年。(市委姐奴部章共,各区、各部門、各単位負責ヮ

援甘前方工作机拘配合 )

5.根据市末西部扶貧Ill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飯早小姐要求,姪

与河北省委俎奴部、承徳市委俎奴部洵週,力承徳逸派党政千部 20

名,共中11立机美 5名 ,5今具各 3名 ,桂以叶同3年。(市委岨

象部幸共,奈雨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負責ヮ援承

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6.根据与K春市答打的対口合作跡洪,力長春地派党政千部

36名 ,桂駅叶同半年。(市委狙象部牽共ヮ市国資委、市金融局、

天津自貿区管委会、各区負責 )

7.充実前方工作机杓人員力量,力 毎今前方工作机拘配各 2

名を取工作人員,援派叶同3年。(市委姐鉄部負責 )

(二 )精准逃浪寺止枝木人オ

堅持科学地派、精准地派,緊緊国統受援地対寺立技本人オ的

需求,着 力辻派具有寺立能力、寺立素春、寺立精神的伐秀人オ,

切実提高人間匹配度,増 強地派工作的針対性、実戒性。在,こ 筆我

市以往倣法的基拙上,継象探索完善_al困 支援模式,秋板微好教りT、

医生姐困式支援工作.

1.接照中究部下圭と汁支1,逃派第力」llL援 西蔵昌都寺止技本人

オ 65名 ,援派叶同 1年半。(市委笙奴部葦共,各区、各部「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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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負責,援蔵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2.接照中俎部、教育部下迷汁支1,地派姐困式援西蔵昌都教

師 15名 っ援派叶同3年。(市委狙奴部章共,市教委負責 )

3.按照中俎部下迷十七1,地派第四れし援青海黄南寺立技本人

オ 20名 ,援派叶同 1年半。(市委狙奴部章共,演海新区負責 )

4.接照中俎部下迷汁支1,力 新堰逍派寺立技本人オ 136名 ,

其中和国地区 120名 、兵四十一l1716名 ,援派叶同 1年半。(市委

狙奴部牽共り各区、各部門、各単位負責,援彊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二 )高盾量え戌国家有美部委下迭的4派‐it知
|

根据教育部、国家工生健康委、公安部、司法部等下迷的地派

汁支1ラ カ受援地区精Jむ 地派教りT、 医生、/Ak安 民警、監状戒毒民警

及司法行政人員等。

1,接照教育部万毛教りT支教汁支1,力 新堰逍派支教教りT170

名 (其中
～

田地区 150名 、兵四十一りT20名 ),力 西蔵昌都地派支

教教llT 15名 ,援派叶同 1年半。(市教委負責 )

2.接照国家工生健康委下迷汁支1,力 西威昌都逃派医生36名 ,

力廿粛地派医生97名 ,援派叶同半年。(市工生健康委負責 )

3.接照公安部下迷十七1,力 新輻和国地派民警 100名 、4ri警

20名 ,援派叶同 1年。(市公安局負責 )

4.接照司法部下迷十七1,力新毛第二監状地派監状戒毒民警

140名 、力新輻生声建没兵囲第ニリT司 法局逍派司法行政人員9名 ,

援派叶同 1年。(市司法局負責 )

5.接照市末西部扶貪協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要求,カ

新彊和国3今年対奪扶異各地派中小学校長 7名 ,援派叶同 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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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合作交流亦牽共り西青区、津南区、宝垢区負責 )

(四 )かた柔ll■逃旗十止技本人オカ皮

根据援受双方守扶lll洪 ,力各受援地柔性地派教育、工生、科

技、文化、企立姪菅管理等方面急需緊鉄的寺立技本人オ.

1.根据市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要求,カ

廿府 34今具和河北承徳 5小具,毎今受援晏姜均柔性範派寺立技

木人オ不少千 28名 ,其中齋扶叶同 1年以上的不少予30%,其余

均力 1今月以上,具体神扶叶同由援受双方lll商 碗定。(市合作交

流亦奪共,各区負責 )

2.根据市末西部扶貪lll作わ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要求,カ

廿粛
～
河北承徳分男1辻派寺立技本人オ 5名 ,在援廿援承前方工作

机杓負責寺項工作,具体稲扶叶同由援受双方称商碗定。(市委姐

鉄部章共,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工信委、市衣委、市商努局負責)

3.根据市末西部扶貪llF作
～
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要求,カ

河北承徳地派寺止技本人オ 9名 ,在天津合品集囲援定企立負責寺

項工作,其中帝扶叶同 1年以上的不少千30%,其余均力 l今月以

上,具体稲扶叶同由援受双方協商碗定。同叶,力天津合品集囲在

新堰
～

田、西蔵昌都援建企立也地派一定数量的寺立技本人オ。(市

国資委負責)

4.地派医庁技木千部人オ到受援地区升展相扶工作不少子 154

人次,俎象寺家困赴毎企受援地区汗展“医庁服券支援行"活 功。(市

工生健康委負責、各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5.地派 l年期以上教りT升晨“送教上日"活動不少千 209名 ,

地派在校大学生走新彊和国支教不少予 600名 。(市教委負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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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工作机拘配合)

三、倣好受援地干部人オ来津桂取和培り|1工作

(一 )緊米国銃各受援地千部人オ臥伍建没需要,秋扱主功洵

週lll調 ,努力砲1辻条件接牧安lll好各受援地千部人オ来津桂駅鍛煉

及汗展培ツ|。 全年接牧受援地生派千部来津桂取 102名 っ其中新輻

和国2銘 ,兵四十一りTl名 ,西蔵昌都 20名 ,青海黄南 5名 ,廿

粛省 54絡 ,河北承徳 16名 ,重人万州4名 。(市委狙鉄部牽共 ,

各区、各部i可 、各単位負責,各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二 )根据受援地需求,釆取送教上国或来津培〕1的 方式,落

実箸対帯扶千部人オ培ツ1工作任弁,全年力受援地区培サ|千部人オ

不少千 1200人次,其中市人力社保局不少千 300人次,各区不少

千60人次。(市委狙鎮部章共,市人社局、各区負責,各前方工作

机拘配合 )

(三 )在我市承外的を立技本人オ知沢更新工程国家象高象研

修項目中,力 受援地区萩留培ツ1名 額 20今。(市人力社保局華共 ,

援甘前方工作机杓、援承前方工作机杓負責 )

(四 )完成西部地区千部人オ 8期 640人次的培ツ1任弁。(市

合作交流亦奪共,市患工会負責 )

四、保障措施

(一 )圧共地派貴任り定期召汗千部人オ支援寺項工作俎成長

単位会tた ,次真学コ貫物党中央、国弁院和市委、市政府美子末西

部扶貧lll作 和対日支援工作各項決策部署,研究解決千部人オ地派

利管理等工作中的重点准点同題っ推斐千部人オ支援IEl美 工作落

実。牽共単位決真落実牽共孤,こ 責任,主劫作力、不等不掌,碗保

-8-



按叶完成1任弁。責任単位村立“一盤棋"意 沢,カロ張洵通、主功配合 ,

与牽共単位歩凋一致升展工作。各前方工作机杓充分友拝“杯共堡"

作用,深入了解受援地千部人オ需求,力精准地派千部人オ倣好基

砧工作。

(二 )芦格姐奴れ美。各地派単位要合得把最仇秀的千部人オ

推存出来,井芦格履行考察、常査責任1党委 (党姐 )ギ t已 、妃委

ギ泥 (究栓俎K)要対辻派的党政千部廉渚白律情汎提出結沿性意

見井“双答字"。 姐象人事部1可 要全面了解千部力む状九っ碗保人辻

能彰通泣受援地工作不境,対中姐部下iと 十支1的 千部人オ芦格仇行

有夫年蛉要求,対柔性北派的を立技本人オ中年始じヒ較大、身体状

恣不樵定的要慎重考慮。要堅持政治足首美,“首夫不ミ、余美莫

発",対it反政治究律和政治規矩的,能力素廣弱、仁不起責任的,

作八漂浮、廉浩上有同題的ゥ堅映不能地派。

(二 )か張日常管理。堅持芦管厚愛結合、激励釣束井重,カロ

張援派千部人オ管理,激励千部人オ担当作力、千事奄1立 ,硫保能

千事、千成事、不出事。注重把よ声管理各項要求貫オ千部人オ管

理仝辻程,堅持用lll度管枚、管事、管人,よ芦炊緊、孤如孤小,

以芦格管理促邊担当作力.カロ張対援派千部人オ政治表現情尻的JR

踪了解,芦禁援派千部人オ登永、渕覧♯法境外国堵,芦禁友布不

当吉沿。真情美|む 美愛援派千部人オ,在政策規定苑国内落実好ネト

貼、体慣、探未、体栓等待邁。注重人文夫杯,及叶了解思想、工

作、生活状況,尽カカ千部人オlll就解准,守助解央好后販之愧。

(四 )強化工作考核。大真落実 《美子辻一歩カロ張木西部扶貪

lld作 和対口支援前方工作机杓考核工作的遁矢口》,充分友拝考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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拝棒"作用,促邊各前方工作机杓履取尽責。汰真倣好2019年集中

考核和期満考核工作,考准考実政治未晨、作凩索界、工作実飲、

廉浩白律等情尻。完善考核汗介机+1,釆取交又考核、邊靖第二方

汗借机杓参均、鎌合平藪等形式,升晨公升、公平、公正的考核坪

借。強化考核筆呆込用,格考核錆果納入各区和相夫市象部11年度

須致考核内容,考核情尻在一定苑国内遁扱,井作力千部提抜使用、

失冬激励的重要依据,対表現好的表物鼓励、表現不好的llL坪教育,

符合条件的提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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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 2019年声乏功員社会力量参与奈西部

扶貧跡作和支援合作的実施方案

力深入学可貫物刀近平恙キt己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沿述,仝

面落共 《中共中央 国券院美子打鼠脱貪攻堅三年行功的指早意

見》,全力打好我市脱貪攻堅哉,接照市委牟t己 、市扶貪llr作和支

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俎長李鴻恙同志在“仝市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

作工作頷早小俎拡大会畳2019年工作推辻会"上的琲活精神,現

就功員社会力量参与末西部扶貪llr作和支援合作工作,+1定女口下

実施方案。

一、患体要求

以可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早,仝面貫物落

実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深入落共コ近平′こ

ギt己 美子扶介工作的重要沿述,按照党中央、国券院決策部署,

決真践行“升象か力、多尿仝覆蓋、有限元限相箱合"工作要求,

大力弘物社会主文核Jむ 介値現,大共友善互助、守望相助的社会

凡尚,秋板侶早“我ヵ人人,人人力我"的 理念,片 た功員各象党

政机美、人民困体、企事立単位、社会俎象、各界人士等秋板履

行社会責任,主功奉献ヵむ,参均脱貪攻竪,唸J新完善社会扶貪

参与机+1,深柁社会力量巨大潜力,推勁形成仝社会共同参々脱

貪攻堅的工作格局。

二、忠体目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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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政府弓1早 、多元主体、群企参与、精准扶貧"的 原ス1,

対林全国先逃省市和地区,全年姐須20物有影噛、有成技的大型

扶貪助困活功,声た友功社会力量捐款捐物奉献力む,全年等集

神扶款物力争迷至16化元。

三、工作重点

(一 )全市党員千
=「

献愛′ぎ。支持和推功各須党政机美、国

有企事立単位党委 (党俎 )充分友拝政治引頷作用,把党的政治

仇勢、俎鉄仇勢鶉化力友晨仇勢、脱貧仇勢,秋板俎鉄功貝党員

千部升晨募捐活功。鼓励頷早千部特ガ1是党政主要久責同志充分

友拝示苑帯共作用,秋板参均井帯功身迪人本献愛′む;鼓励党員

千部秋板践行“我力人人、人人力我"的公益理念,秋板噛泣党和

国家号召,主功投身末西部扶貧llr作利支援合作事立。区象及以

下党政机美、国有企事立単位党員千部捐款由各区党委久責銃一

姐鉄っ由区笙十学会負責力む捐噌的接1文 ,井久責杵所1文捐款銃

一支14寺 市笙十学会。市象党政机美、国有企事立単位党員千部愛

|む捐款山市委市象机美工委負責統一須鉄,由 市笙十学会負責捐

款的接1交 ,井与市合作交流亦辻一歩か張均各前方工作机杓咲系っ

杵市区両象所1文愛lむ 捐款4々贈受援地区。同時,対碗有捐贈意尽

且受援地区急需的物姿,接照主功対接需求、精准捐贈却扶的要

求,由 市区西象笙十学会配合各牽共単位か張均市合作交流力ヽ、

各前方工作机杓的対接咲系,倣好捐贈物資的猪送工作。(責任単

位:市委市象机美工委、市合作交流亦、市笙十学会、各前方工

作机杓,全市各吸党政机美、国有企事並単位及其他財政供界単

位党委 (党狙))

-12-



(二 )市笈各部「¬敲愛′む。支持和推功市級各部 1可 充分友拝

取能作用,引 早本系銃、本頷域所咲系的社会力量捐款捐物、奉

献力む,仝年等集稲扶款物迷lll萩借規模以上,同 時,升展形式

多祥的献力む活勁。市委筑哉部、市委台亦要功員和鼓励港澳同

胞、台湾同胞本献力む。市民族宗教委要功員和鼓励宗教界人士

参考献力む。市工立和信定、化局要功員本口鼓励我市工立企立和哉

略性新共声立相美企立参与献力む。市科技局要精准衆焦受援地

区科技、人オ等需求,俎奴安奉卜科技人員升晨技木扶貪。市民政

局要抜励和支持社会俎須踊妖参与tit貪攻堅、本献力む。市司法

局要鼓励和支持律りT等群体,升展対受援地区的法律援助活功。

市金融局カロ張与駐津金融机杓的緊密咲系,功員和鼓励IEl美単位

給予参カロ脱貪攻堅的各美企立金融支持。市国姿委、市文化和旅

滋局、市体育局等部日要筑等用好本系統資源,奄1新参考方式,

通ミ友放力む地鉄十 (公交十 )、 姐鉄公益界事 (演 出)等 ,片 た

参均脱貪攻堅工作。市委銃哉部、市合作交流力、要銃等全市社会

力量,策支1俎 鉄大型捐款捐物和扶貪助困活功,在仝市拡起参萄

脱貪攻竪的熟潮。(責任単位:市委銃哉部、市委台亦、市民族宗

教委、市工立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

金融局、市国資委、市文化和旅滸局、市体育局、市合作交流亦、

市公交集囲、市軌道交通集困、北方演芝集囲、天津泰送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

(二 )各区久俎奴敲愛む。支持和推劫各区在功員党IFA机美、

国有企事立_iF位 党員千部捐款捐物基拙上,対照 《天津市 2019

年推功落実末西部扶介lll作和支援合作責任ギ》中承昔功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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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募集資金的額度,深入乾掘轄区内資源,倣好頂晨没汁,秋

板搭建扶貪稲困合作平合、扶貪A等平合,姐須升展有影噛、有

成数的捐款捐物、扶貪助困活功,声だ引早民菅企立、金融机杓、

大寺院校、社会俎象等捐款捐物,切 実相助受援地区群A改善生

産生活条件。支持各区か張均対口秤扶地区、各前方工作机杓以

及各相美公益性社会俎鉄的洵邁街接,物邁信息渠道,堅持精准

扶貪、精准lit貪 ,因地制宜策支1好捐贈款物使用,碗保却扶資金

用到刀刀上,提高受援地区群A荻得感。(責任単位:各区委、市

合作交流亦、各前方工作机杓)

(四 )各民主党派わ人民国体敲愛′ぎ。鼓励dEI支持各民主党

派友拝人オ智力資源仇勢,針対受援地区在教育、工生、医庁、

技木等方面的迫切需求,通辻助学部困、捐贈授技、元僕提供医

庁服弁等方式,神 助受援地区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鼓励和支持市

恙二会、囲市委、市ナヨ咲、市残咲、市科lll、 市台咲、市留咲会、

市黄靖写校同学会、大津中学取教社、市乞十学会等友拝析梁俎

帯作用,劫 員所咲系的社会群体,升晨捐款捐物、奉献愛′む活功。

鼓励和支持市工商咲結合“万企守万村"精准扶貪行功,11尋 民菅

企立秋板履行社会責任。鼓励わ支持市倭咲声た功員準倭及海外

人士,通辻力む捐贈、志尽服弁、結対神扶等形式本献力む。(責

任単位: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患工会、国市委、市女ヨ琺、市残

喉、市科跡、市工商琺、市僑琺、市台朕、市留琺会、市黄捕軍

校同学会、天津中隼取教社、市笙十字会)

(五 )社会姐奴敲愛′む。支持不口31早各美社会困体、基金会、

民亦♯企立単位充分友拝在笙鉄捐款、資金募集、税1文戒免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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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仇勢作用,鼓励他イ11片 た咲系力む企立、力む人士捐款捐物,

衆焦深度介困地区特男1是我市扶貪lll作

～
対口支援任弁区域っよ

解決当地群A最立接、最現実、最迫切的日題入手,奉献力む,

共同杓走起“政府引早、釈板参均、錆合寺長、注重実敷"的 社会

俎奴参与脱貪攻堅的工作格局,実現対IEX府扶貧神困体十1的 有戒

ネト充和延伸。(責任単位:市民政局、市慈善跡会、各社会団体、

基金会、民亦ヨト企立単位)

四、工作安劇ト

よ 2019年 5月 升始,分叶段晩定一今主題和重点,各区、各

単位可充分箸合工作実豚,Cl新思路招法和活功内容形式,在功

員社会各方面参_5~脱貧攻堅的同時,分叶段曰統以下不同主題 ,

須奴寺題活功,不断形成会社会参均脱貧攻竪的新熱潮。

(一 )2019年 5月 至6月 ,以 “脱貪攻堅我有責,人人参考

献愛
`む
"力 主題,箸合在津挙亦的“第四届囲泊新媒体峰会",姐

象升晨回路扶貪系夕1寺場活功,以 70后 、80后喜同示兄的方式,

借助互咲同等新米媒体和国箸大 V等頷袖人物,lt― 近扶貪助困愛
′む,弘物社会正能量,推功形成回路扶貧熱潮。

(二 )2019年 6月 至 7月 ,以 “扶貪助困我参考,有我更有

正能量"力 主題,以“愛′む公益公交十"友行力契机,俎鉄大型寺

場活功,借助仝市志鳳者力量,邊一歩八社会晨面鼓励和功員片

大市民,以緑色出行動力脱貪攻堅行功、本献点滴力む,秋板菅

造人人参与脱貧攻堅的良好社会凩気。

(三 )2019年 7月 至 8月 ,“扶介助困我争先・党員千部徴

貢献"力 主題,以建党98周 年力契机,拍援扶貪公益微祝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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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須仝市所有党員千部週辻“看机頻、写体会、献力む"的形式,

以有温度、有真情的方式,激励党員千部捐款捐物献力む,形成

党員千部倣表率参考扶食事立的良好局面。

(四 )2019年 7月 至 10月 ,以 “扶貪助困我担当・民菅企

立在行動"力 主題,適ミ汗晨/il会責任企立、社会愛lむ 人士坪辻

等活功,功員声大民営企立家秋板履行社会責任,秋板投身脱貧

攻堡事立、元私捐款捐物奉献愛′む活功,重点宣侍和逍村民菅企

立家参均脱貧攻堅的鮮活事述,帯功更多企立和社会力量力貪困

地区友晨貢献力量。

(五 )2019年 9月 至 10月 ,以 “扶貪助困我奉献・共襄善

挙晨凡采"力 主題,充分友拝市区西象筑哉部1可 、民主党派俎象、

人民困体以及社会須鉄伐勢作用,俎須所咲系民主党派成長、社

会群体、力む人士,重 点衆焦末西部扶貪称作和支援合作地区特

殊貧困群体、衆焦“西不愁三保障"等 同題っ友拝寺く,注重共致,

精准参与脱貪攻竪活功,推功形成社会力量全面、立体、多象度

参均脱貪攻墜新局面。

五、狙奴保障

(一 )強化姐象額子。成立天津市社会功員寺項工作俎,市

委常委、市委筑哉部部K糞国張同恙力笙K,市委筑哉部、市委

市象机美工委、市委台亦、市科技局、市工立和信息化局、市民

族宗教委、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文化和旅済局、市国資委、

市体育局、市金融局、市合作交流力、、市恙工会、国市委、市女ヨ

咲、市残咲、市俳咲、市工商咲、市科lll、 市生十学会、市慈善

lll会 、市公交集囲、市軌道交通集困、北方演芝集囲、天津泰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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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各区委、各前方工作机

杓主要負責同志力成長。小俎亦公室没在市委銃哉部,具体由基

晨工作指早丈牽共久責,亦公室主任由市委筑哉部分管日常工作

的冨1部 長高村彬同志担任,副 主任山市委筑哉部冨1部 長、市工商

咲党姐牟泥王萬同志担任,成 長由寺項工作俎成長単位分管負責

同恙担任。在亦公室成立朱合lll潤 俎、数据信′憩俎、法律保障姐

わ資金監管俎,各明碗寺人負責。

(二 )健全工作机+1。 定立信′息扱送寺1度 ,各責任単位要明

晩寺人,カロ張与小須亦公室対接洵ミ,会同接受捐款的公益性社

会俎奴,在第一叶同通辻木西部llr作

～
対口支援信息系銃上借款

物捐贈情尻的同時,杵有美情汎及叶扱送数据信息俎,対子工作

中的奄1新 思路、特色倣法、典型埜詮,也要通辻信息、筒扱等形

式及叶上扱,倣至1月 扱信息、月扱・i4_晨 、半年扱恙結十支|。 建立

小俎lall会 +1度 ,毎季度召升一次寺項工作俎全体会洪,由真国張

同恙主持召汗;毎月召升一次寺項工作俎亦公室会袂,由 高村彬

同恙主持召汗,垢取各成長単位工作辻晨情九,研究解決社会功

員方面坦至1的 同題,推功寺項工作各項任券落実。

(二 )形成工作合力。各責任単位要辻一歩提高政治堵位っ

杵脱貪攻堅作カー項重要的政治任弁,全力机好姐奴推功。要対

林目林任弁,如化工作措施,圧実工作責任,唸1新工作思路招法,

激友会社会参与脱貪攻堅的熱情っ最片た凝衆起各方共沢力量。

要秋真対照仝市恙体工作安奉卜和各隣段主題重点,制定本地区、

本単位具体工作措施和活劫安引卜方案,4月 底前扱送市社会功貝

寺項工作俎。要か張部11目 的lll同 配合,強化洵邁咲系,形成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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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升友張大合力。

(四 )戸粛工作免律。要把作凩建没貫穿脱貪攻堅仝辻程 ,

村牢“四企意沢",堅央微fl“両今筆ゲ",以漆石上山、爬填辻次

的勇気
～
決′む,推功我市脱貪攻墜任外国満完成。要注重工作実

妓,力戒脱貪攻堅工作中的形式主文和官僚主又,対千貫御落実

市委脱貪攻堅部署安排不堅央不至1位、弄虚作侵、数字脱貧等同

題,芦粛適扱曝光、追責1司 責。

(工 )か張宣仕引♀。要按照各活功主趣秋板俎鉄升晨各炎

活功,及叶多角度、多渠道邊行宣侍報道,引 早更多社会力量参

均至1末 西部扶貪llr作和支援合作中来。要深入多鎮(街道 )、 村(社

区)升展宣侍,重辻愚桂布林、没立晨牌等,升晨更多居民群A
喜1司 示兄的宣借形式利宣侍活功,形成鋪天監地的宣侍気国。要

注重乾掘在功員社会力量投身脱貧攻堅辻程中的先辻倣法和仇秀

典型,カロ大宣侍報道力度,激励/1N社会珪一歩行功起来っ形成精

准扶貪、精准脱貪張大典沿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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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津市高度量推避奈画部扶貧跡作和支援合作
2019年声立構扶寺項工作方案

力深入貫御落実可近平恙ギt己 美子脱貪攻墾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実 《中共中央 国多ヽ院美子打鼠脱貪攻堅二年行功的

指早意見》,全力打好脱貧攻坐哉,按照鴻′もギt己 在“仝市扶貪Ijt

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拡大会盟 2019年工作推4会 "上 的

琲活精神わ《天津市高廣量推邊末西部扶介lll作 和支援合作助カ

打好脱貪攻堅哉 2019年実施方案》,現就か大声立合作力度,増

強受援地区内生功力和造血功能工作,制 定女口下工作方案。

一、患体要求

以可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え思想ヵ指早,全面貫御党

的十九大不口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汰真学可頷会コ近平恙

ギt已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沿述,深入貫物落実市委第十一次党代

会和市委十一届五次、六次仝会精神,堅持精准扶貪、精准脱貪

基本方略,落実“升須カロカ、多展全覆監、有限元限相結合"的 工

作恙要求,日 統企立落地、投資到位、帯功脱貪三大目林,衆焦

受援地区帯貧妓果明呈的特色仇勢庁立,整体功員,升須カロカ ,

秋扱対接,主功推辻,仇化政策供給,下足勢花功夫升展稲扶 ,

増強受援地的“造_m_"功 能,仝力助推受援地区打好打品脱貪攻堅

哉。

二、年度任努目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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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焦争先奄1仇 曰林,2019年 号1早仇勢企立赴受援地区投資

落声不少子 90家 ,其 中,木西部扶貪lld作地区不少千75家 ,対

口支援地区不少子 15家 :か大対受援地区的資金投資力度,実

障投資額力争迷至15.5仏元,其中,末西部扶貧llr作地区迷至14

仏元,対 口支援地区迷至11.5化元;各区週辻企立投資帯功末西

部貪困人口脱貧数不少千 5万人。各成長単位完成本単位年度責

任ギ中分解的声立神扶任券曰林。

三、重点工作

(一 )辻一歩明功状持受損地区的特色化勢庁止

立足受援地区資源稟賦
～
声立基拙,友拝夭津伐勢,結合当

地声立友晨規支1,日 統受援地区重点特色声立因地制宜汗晨精准

精碗精如的“笏花式"扶貧,会同毎今皓対稲扶芸 (市 、区)至少

挽定一介重点扶持声立、打造一介特色声品。(各区政府分男J負

責,完成吋限:2019年 5月 底)

依托受援地区特色声立、主早声立
～
脱貪攻堅項目庫,備地

貧困声増1矢和声立友晨帯功作用明呈的重点弓1資項目,会同各受

援地区編+1、 友布声立曰永和項目冊。(各前方工作机杓分男1負

責,完成吋限:2019年 5月 底)

依托新輻和国地区労功力資源キ富的仇勢,以特色界殖及深

カロエ立、玉石文化萄旅洋、商貿物流、笏鉄服装、準吾外医葬、

箱包軽立屯子元器件六大声立力重点升展声立稲扶。推功不少千

60家 民菅企立赴利田地区考察対接,投資額迷至11化元以上;

落共津南区帯扶策勒生恣鳩、赤疸基地建没、西青区帯扶子田懐

声立利宝燻区却扶民キ芸辣椒声立項目。(市援彊前指会同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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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西青区政府、宝垢区政府負責ヮ完成吋限:2019年 12

月底)

依托新程兵四十一りT建筑声値年均 300化元,仇先釆賄国区

企立声品的市場仇勢,却 助兵四十一りT凝煉声立仇勢,重点曰統

新型建材、工立か二十1造 、笏鉄月比装、水声品加工等声立,助カ

倣好兵四十一りT建材因等的招商引姿工作。(兵囲工作狙負責ヮ

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依托西蔵昌都地区地理不境独特、生物資源和ゲ声資源キ富

的仇勢,重 点曰統高原特色水牧並及水声品カロエ、旅滋文化、ゲ

声資源升友、清浩能源、蔵医菊、民族手工立、商貿物流、新型

高原建材、天然使用水等庁立,引 早天津企止rll西蔵昌都地区投

資落片。支持倣好阿旺綿羊稗羊胚胎繁育中Jむ 建没、党欄fll羊揚

提升改造項目,lll助 昌都方面在津升展招商引資活功2次 ,精

准俎鉄30家企立赴昌都考察対接っ力争完成投資額度 0.5化元。

(市援蔵前指会同武清区政府、北辰区政府、静海区政府、守河

区政府負責ヮ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依托青海省廿南威族白治州的生恣仇勢、水矛1屯力仇勢、瓶

文化わ旅滋資源仇勢,日 統文化旅済、有机声立、中蔵菊材和生

恣水欽声立,邊清赳址 50家天津知名企立赴青升展投資沿淡対

接会,力 争迷成投資合作意向 10余今。(市援青前指会同演海

新区政府負責り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根据廿粛省作力我国重要呆疏声区、主要乃俗薯声区及中葬

材料檀基地,又是我国五人牧区え一的特点,重 点国統廿粛省“牛

羊疏果薯豹"六大声立口F牛羊内、高原夏菜、百合、羊果、乃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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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利仇庚中菊材等仇勢特色声立作力帯功脱貧攻竪的重点,31早

天津企立至1廿 粛受援地区投資落声。(各区政府分男J会同市援甘

前指負責9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

按照河北省承徳市“建浚京津糞水源涵赤功能区、国家録色

友展先行区、不首都扶貪攻堅示苑区利国陣旅済城市"的友展定

位,重 点曰統承徳市文化旅洋声立、飢伏新材料及+1品 声立、清

浩能源声立、大数据声立、家色合品及生物健康声立和特色装各

牛1造庁立,弓 1早 天津企立投資米立。(武清区政府、北辰区政府、

奈雨区政府、津南区政府、西青区政府分男J会同市評扶承徳工作

臥負責,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

(二 )看カカ受援地引辻九共帯功企止

接照項目化、清単化、市点化的要求,対引逃九共帯功企立

工作実施“三今一批"漆功管理,毎月迷行推功和更新。

汗工投庁一オ}ヒ .会同受援芸 (市 、区)服券一批已落地企立

尽快完成項目建没前期工作,争取早升工、早投声、早見妓,及

叶llT凋 解決項目建浚中的目題,碗保完成年度投資額任券曰林。

(各区政府会同対口前方工作机杓負責ヮ完成吋限12019年 12

月底 )

答豹落地一オtヒ 。落実天津市末西部扶貧IIIヽ 作
～

支援合作声立

守扶寺効招商推介会等各炎推介活劫成果,及叶lll調 解決項目落

地中的日題,推辻已答豹企止カロ快注冊落地,碗保完成年度31邊

企立数量任弁曰林。(各区政府会同対日前方工作机杓負責,各

市級成貝単位配合,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

謀支1儲各一オ|し 。各成長単位俎鉄升晨“千家企立扶貪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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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墾須カロ大力度引早水庁品深か工和資源汗友型、労功密集型

企立至1受援地区投資。秋板対接相美企立,響 助企立尋我升拓市

場与受援地区脱貪致富的希1益錆合点,俎奴企立赴受援地区升晨

市場前期凋研,与 当地政府邊行対接,結合当地自然稟賦和友展

基拙,秋板尋我合作机会。市友展改革委重点曰統根合声立,市

科技局重点曰統科研単位分支机杓,市 文化旅洋局重点El統文化

旅済声立,市水立水村委重点固統水立声立,市 国資委重点目銃

市管企立,市工立和信息化局重点回統工立和信息化庁立、市商

券局重点曰統商貿流逍庁立っ市合作交流亦和市工商咲主要依托

招商資源和企立家資源,秋板力受援地区渫支1借各項目。(各区

政府、各前方工作机杓、各市級成員単位分別負責ヮ完成吋限 :

2019年持敏推避)

(二 )稔1新オ上部状模式硫保帯貧戌数

秋板搭走平台,大力推片我市“三象五筑"肉 羊繁痘加工、“以

菊界録"中 菊材培育等可隻+1可推声的声立秤扶姪絵,依托稗赤

殖基地帯功紳未殖就立,依托企立扶貧卒同帯功当地建楷立十貪

困声就近稔定就立,依托生庁労券用工同接帯功貪困人口脱貪 ,

助力企立建立“企立+市場+合作社+貪困片"、 “九共企立+水片"、

水止合作社定向合作等声立扶貪模式,適辻股分合作、河単精扶、

生声托管等方式,定立与定楷立十貧困声的不1益咲筆机牛1,実現

声立友晨与貪困声脱貪有机街接,硫保完成年度帯功末西部分困

人口脱貪数任弁曰林。(各区政府会同対口前方工作机杓負責 ,

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四、政策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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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政資金支持

研究没立末西部扶貪協作声立扶持寺項31早資金,針対当地

声立基拙薄弱、投資成本校高、市場回扱期校長的特点,対技木

合量高、帯功能力張的声立守扶項目納入声立扶持引早名単,lll

凋解決友晨瓶頚准題,今予必要的声立扶持引早資金支持。(市

友展改革委会同市合作交流力、負責,完成吋限:2019年 7月底)

継須用好新堰利田地区、西蔵昌都地区、青海省声立扶持引

早資金。(援彊、援蔵、援青前方工作机拘分男J負責ヮ完成吋限 E

2019年 12月 底)

没立科技援助資金,重辻科技汁気1項 目的方式支持援助エ

作,鼓励渉水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型企立的科技特派員国統受

援地区需求俎定声立扶貪技木困F・A,深入貧困地区升展科技服

券,以人オ帯項目実施科技成果特移特化,推声先邊造用技木成

果。(市科技局負責,完成吋限:2019年 9月 底 )

カロ大資金支持力度,碗 保末西部扶貪llr作 至1晏財政支持資金

50%以上用千庁立扶貪項目,井遺当向我市引珪的代廣声立希扶

項目傾斜,梶功企上自箸資金,放大扶貪資金IIE粁妓庄。(市合

作交流力ヽ会同各区政府、各前方工作机拘負責り完成吋限:2019

年6月底)

(二 )片 止政策支持

杭理受援地区招商引炎仇恵政策和声立扶持政策ぅ整理成

財,対有意向在受援地区投資的企立友放,通式政府口靖、IEA府

公A号 等方式升晨宣侍。(各区政府分別負責,完成吋限:2019

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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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落声受援地区的天津企並・it_行瀾研対接,掌握当地政策短

板和企立政策需求,及 叶反債受援地区政府部「1,lll助提供政策

支持,仇化天津企立在受援地区的投資不境。(各区政府分男J負

責ヮ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

(二 )唸情 金融状貧れ+1

友拝金融服弁実体経済作用,重 点友拝国家汗友銀行天津分

行、水_llL友晨銀行天津分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杓早向作用,Cl新金

融扶貧机制,対我市Fll受 援地区汗展扶貪的企立予以信貸支持。

不1用 融沿会等全市性金融美展会資源,力 受援地区金融部日及企

立搭定交流合作平合,推介融資項目,促成項目均資本融,E対接 .

(市金融局、市合作交流亦、国家升友銀行天津市分行、衣上友

展銀行天津市分行、各前方工作机拘具体負責ヮ完成吋限:2019

年 12月 底 )

定立末西部扶介llF作 和支援合作寺項金融服弁_41。 与廿粛

省、河北承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答打合作権架跡洪;推功lll

凋夭津金融資源力量,学 可借基江芥等地区金融lll作 支援埜詮っ

参均新彊和国地区水村信用社改+1等 ;涯衆銀行、保隆、基金、

融資租賃、中介服券等机杓力量,力 我市各区政府、前方工作机

杓提供金融服弁,定期召牙lll凋 会宣侍金融政策和金融知沢,辻

行扶介項目融資対接,力 我市扶資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市金融

局負責,完成吋限:2019年 9月底 )

杓建拓展精准高数対接平台渠i逹 。俎須金融机杓赴受援地区

学可考察交流,深入了解当地金融需求和声止友展需求,推 功我

市符合条件的法人金融机杓在受援地区没立分支机杓,Cl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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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升晨金融立券,服弁当地経済社会友晨。(市金融局負責 ,

完成吋限:2019年 11月 底)

(四 )走立宣什41i_片 れ+1

カロ大脱貪攻墜成果宣侍力度,深屹企立升晨庁立神扶的典型

条例。結合仝市脱貪攻堅宣侍工作安羽卜,週辻主要媒体的寺杜寺

題、寺揚推介会、政府回靖等渠道,対策焦多村振共、衆力声立

扶貪表現突出的企立邊行宣侍推声,仝方位扱道,llT助企立定立

主功参均声立扶貪,承担社会責任的正面形象,菅造良好的声立

扶貪輿奇気日。(市友展改革委会同市合作交流力ヽ、各区、各前

方工作机杓負責9完成吋限:2019年 12月 底)

五、狙奴保障机制

(一 )村立え局意惧,か薇俎奴額子

成立市庁立稲扶工作頷早小姐,市友展改革委王工末主任担

任姐く,市合作交流か、市工立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水立

水村委、市商券局、市文化
～
旅洋局、市国資委、市金融局、市

工商咲、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分管免責同志担任冨1俎く。各成

長単位凝Jむ 合力,深乾自身資源潜力,か大声立却扶工作力度 ,

全力推功我市声立希扶工作汗拓新局面,全力助推受援地区尽早

脱貪摘帽,助力当地人民奔小康。

市声立希扶工作頷早小俎力ヽ公室没在市友晨攻革委,負 責牽

共建立全市汗晨声立精扶工作的俎奴lll凋 机+1,不 断完善工作俎

近行流程,健仝lll調咲功机制,全面筑等lll調各項工作,努力形

成頷早有力、枚責明晰、分工明碗、近繊有序的“一壺棋"格局。

(二 )圧 実日林責任,多口化工作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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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長単位要根据本工作方案,科学分解任券指林,如化工

作措施,建立工作合帳,切 宴圧実責任,仁1羽トエ期,桂 圏作成,

オL実汗展庁立相扶工作,毎月向市友晨改革委扱送邊晨情汎。

(二 )走立協調机+1,強化日常督子

建立声立神扶工作姐例会十1度 ,原 只1上毎今月召升一次寺項

工作幻会洪,研究落実声立粋扶重点工作,対重点項目予以lll凋

推功,眼邊了解辻晨情汎。各成長単位毎周要及叶反債神扶ミ程

中出現的重准点同題,提交亦公室会洪研究。

強化項目坑廿工作,建立声立神扶項目合敗制度,各成長単

位明碗寺人負責毎月近辻天津市末西部扶貪llr作

～
対口支援信

足、管理系筑扱送己落地項目的逍晨情現,毎月月底杵在淡項目和

儲各項目的邊晨情尻扱送市友晨改革委。市友晨改革委負責八全

局把握任弁北度,毎季度対・i4_展 較慢的項目予以督促わミ報,挽

保年度任弁園満完成。

(lJ9)升晨巡机同題整及,芦 粛工作免律

仝力推劫声立稲扶工作升奄J新局面,足“四今意沢"、 “両今

筆伊"堅定自党的具体体現,要蛯一歩増強責任感緊迫感使命感,

堅定推堆脱貪攻堅不打折オロ。要か大巡祝同逝的整改力度,注重

工作実数,力 戒形式主又千口官僚主文,杜毛出現庁立扶貪帯功脱

貪致呆不明呈、彼乏不1益逹接机制和援建項目不精准等同題。対

千貫御落実市委市政府脱貪攻竪部署安引卜不堅決不rll位 、弄虚作

侵、敷行塞責等行力,芦粛週扱曝光、追責1司 責。

(工 )倣好′き発提燎,友拝示疱赦泣

及叶恙結提煉声立稲扶方面tll新 売点工作不口典型姪壮倣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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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工作力度大、奄1新招法多的成長単位,実 叶′こ第工作姪お,不1

月好扶貧lll作 和支援合作頷尋小姐亦公室的信息扱送机+1,充分

友拝典型示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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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育扶貧寺項工作方案

力決真学ヨ貫御可近平′こ、牟t己 美子扶貪工作重要沿述,全面

落実《天津市高廣量推邊末西扶貪協作和支援合作助力打好脱介

攻坐裁 2019年実施方案》有美要求,高度量推邊我市教育扶貪

llF作利支援合作工作。特+1定支口下工作方案 :

一、指尋思想

以刀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ヵ指早,次真学可貫

物珂近平恙♯t己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沿述,貫御落実全国教育工

作会袂精神和天津市教育大会工作要求,友拝天津教育資源仇

勢,友拝国家現代取立教育改革唸1新示苑区作用 ,打造天津取教

授定新亮点,助推受援地区特別足深度貧困地区教育友展,助 カ

受援地区全面打鼠打好脱貪攻竪哉,力 /1N面 定成小康社会倣出夭

津貢献 .

二、主要任努

(一 )加え教りT支援力度。地派伐秀骨千教りT汗晨“送教上
「可"活 動,重 点地派 209名 一年期以上骨千教りT赴受援地区升晨

支教。推邊実施“援蔵援輻万名教姉支教汁支1",倣好千部教帰北
派和中期蛯換,不断提高地派教りT度量.カロ大“俎囲式"支教力度 ,

提升和田地区天津高貌中学、昌都市実給小学等受援学校教育教

学盾量。倣好援派教りT考核工作。(干部赴、教師楚、扶貧処 ,

各区教育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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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逃漁式市高校化秀大学生赴新彊わ口史教。落実市委

牟t己李鴻恙同恙“提出周仝方案,弁求数呆好"llL示 要求,よ我

市高校中逃派 600名 大学生赴不口田末三晏支教,切 実愛解当地国

家逍用活吉教姉芦重短敏 1司 題,有数提升当地学生国家適用活言

文字用用水千,促辻交往交流交融。(学生楚、扶貧処り各市属

高校9援彊前指 )

(二 )か たりT介培界力皮。か張受援地区中小幼教りT培ツ1工

作,全年力受援地区培り|千部教り平不少千 360人。俎鉄好天津名

りT巡回排学活功,切 実提高受援地区教りT盾量。 (扶貧処、各

区教育局、天津師苑大学 )

(四 )亦好対口支援高ヤ班。持紋亦好新程、西蔵、青海等

対口支援高中班。俎奴升晨“双五"系 夕1活 功,ミ辻民族班千部教

姉培ツ|、 学校互労交流、りT生主趣しヒ界、保題研廿、安全穐定栓

査等系列活功。各区教育局要高度美注内高班工作,指早亦真学

校倣好教育管理月比券工作,提高教育教学盾量。(扶貧処、各区

教育局 )

(五 )準功中小学校錯対全覆丘。友功我市中小学与受援地

区中小学汗晨手拉手筆対活功,在学可、生活等方面邊行多稗形

式的交往交流交融,碗保廿粛省、河北省/7t徳 市深度貧困具(市 、

区)有錆対意尽的小学、初中錯対仝覆蓋,促・i14_中 小学生共同成
一K邊歩。(扶貧赴、各区教育局り受援地区前指)

(夫 )え拝撃止教育仇勢,pl・ た撃上教育援助力皮。支持承

徳泣用技木取立学院、和国以上技木学院、昌都市第二駅立技木

学院、黄南州1取立技木学校
～

廿南州中等取立学校等定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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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象接受学校教学和管理人員来津桂駅培ツ|,在 津或在当地挙力、

りT姿培ツ1班 ,提高学校教学和管理人員能力水平同叶倣好対口希

扶河北省承徳市威芸、青尤具及漠西地区取教中′む工作。(取教

赴、扶貧処、有美取立院校、受援地区前指)

(七 )走没信`∈化手台,加え教育信`∈化援助力度。各区要

高度重視受援地区信應、化定没,充分オ1用 天津教育資源伐勢っ通

辻汗週同歩深堂等方式,推 功我市与受援地区蠅程教育資源共

享,神 助受援地区提升教育信 `急化水千。(科技処、扶貧処、市

屯教館、各区教育局)

(入 )墾象姐奴消費よ貧。姐奴我市高校均廿粛等受援地区

特色水声品企立建立咲系,定点釆殉受援地区名仇水声品,稲助

貪困地区水片提高牧入。(基建埼后動赴、扶貧処、有美高校)

(九 )か張通月悟言え字培〕|,助 力脱貧攻墜工作。仝年免

費力来津弁工威区人員、新彊籍人員升展普邁活培ツ1淑1式 ,萩・
it

培ツ1200人。(扶貧楚、悟測中心)

三、張化狙鉄飯尋ヮ礁保任努完成

(一 )基共主体責任。要提高政治靖位,以 高度的政治責任

感
～

lk~史使命,把学刀宣侍好貫物好可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え思想和可近平恙ギt己 美子扶貧工作的重要沿述作力村牢“四

今意恢"、 豊決倣至1“西今窄ゲ"的 具体体現,不折不オロ落実党中

央決策部署。各区教育系統、各単位党俎須主要久責人要れ起第
一責任人責任,姿常研究渫支1,挽保完成各項目林任弁。

(二 )圧実十項任弁。針対方案中的工作取責、主要任券
～曰椿,研究制定寺項工作方案,俎須推功落実,注重工作成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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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昔造良好気国。深入宣竹刀riF_平 恙ギt己 美子扶貪工作

的重要奇述,大力宣侍党中央、国弁院決策部署,カロ大扶貧攻竪

成就宣侍力度。杓建仝方位、立体化、矩陣式宣侍報道提体系。

在主要媒体升辟寺桂寺題,拡掘亮点,提煉姪詮。か張典奇管控 ,

堅持主流友声,弘 1//正 能量。升晨“10・ 17"国 家扶貪日系夕1宣 侍

活功,菅造良好典ぬ気曰。

(四 )か張上督考核。強化日常督早推功,健全周報告、月

恙結、季調度、年考核工作体系。完善考核澤合体系,考核情汎

在一定苑国内適扱,作力千部長抜使用和笑冬激励的重要依据。

衆焦重点任外、美鍵不市和突出日題,カロ大督査督か力度,督任

券、督辻度、督成数,査汰沢、査責任、査作凡,形成K妓机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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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天津市扶貧跡作和支援合作資金支持

寺項工作狙 2019年工作方案

力倣好我市扶貪llr作 和支援合作資金支持寺項工作,全面貫

物落実市委市政府《天津市高盾量椎邊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

作助力打好脱貧攻堅哉 2019年実施方案》(津党斤 〔2019〕 27

号)(以 下筒称 《2019年実施方案》),晩 保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

工作任券園満完成,全面提升資金支持寺項工作水平,接照市委

市政府及市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俎安羽F部署 ,

制定資金支持寺項工作姐 2019年工作方案。

一、患体要求

提高政治堆位,竪央貫物落央中央扶貧工作有美精神和市委

市政府央策部署,牢固村立 “一盈棋"思想,不断完善政策体系っ

切実か張洵邁lll凋 ,形成工作合カラ打好稲扶 “俎合拳",碗保

投入保障至1位 、政策落共至1位 、机+1奄1新 到位、監督管理至1位 、

取能友拝fll位 ,努力使財政資金友拝出最大数益,不断推邊相扶

工作取得新的成戒。

二、主要任努

(一 )独板寿岩守よ介全。接照中央要求、我市三年行功方

案及 《2019年実施方案》要求,在 2019年 已抜付末西部扶貧跡

作、対口支援和対口trr作 20.57化元市鉄財IEA資金 (合市財政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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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市、区両貌財政資金利市象提前抜付資金 )的基拙上,邊一

歩カロ大末西部扶貧lll作 財政資金支持力度,碗保抜付廿粛省、河

北省承徳市貪困姜 (市 、区)均財IEA資金不低千全国平均水平。

各区根据財力増掟情尻逐歩増加携手奔小康財IEt支持資金,碗 保

不低千 2018年水千.(市財政局葦共り市合作交流亦、各区財政

部「可、各前方工作机杓具体負責)

(二 )及叶足頼抜付干状資金及前指工作姪貴.把在人代会

結束,預算草案常洪通辻后,立 口F抜付稲扶資金作カー項原ス1要

求。同時,接照市委市政府及市末西部扶貪llr作利支援合作工作

頷早小姐安羽F部 署,芦 格抜付叶限,及叶抜付新増各地神扶資金。

(市財政局章共,市合作交流亦、各区財政部門、各前方工作机

杓具体負責)

(二 )カロ張汗状介金及工作姪受上サ。晩保相美部日芦格落

実我市末西部扶貧協作
～

対口支援資金管理力ヽ法っか張資金抜

付、須数管理等各不市工作,保江財政資金用在/J刀 上。根据工

作需要,邊靖有美部11,聘清第二方机杓人員俎戌咲合工作俎 ,

対受援地区汗晨神扶項目実施利資金使用的監督及須数管理工

作。倣好神扶財政資金及前指工作経費的監管工作,対友現的ミ

法逍規逍妃同題,根据管理枚限っ依法依規依究芦粛炎理。常it

部11依法実施常十監督,升晨末西部扶貪llr作和対口支援常汁エ

作。(市申汁局、市財政局、市合作交流亦、各区財政部門及各

前方工作机杓具体負責)

三、保障措施

(一 )か強俎奴額♀。接照市末西部扶貧lll作 和支援合作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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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領早小姐安羽卜部署,成立資金支持寺項工作姐,市財政局力牽

共部日,市委俎須部、市合作交流亦、各区財政部日及各前方工

作机杓等力成長単位。

(二 )カロ張協調配合。建立洵近机+1,定期均受援地対口部

|¬ 、我市各区財政部 1可 倣好対接lll凋 工作 ,カロ張各項守扶資金不ロ

政策的統等衛接,及 叶洵ittlll商 ,カロ張lll凋 合作,提高工作成致。

か張上下咲功、横向互劫,充分友拝各方面工作秋板性,形成二

作合力。

(二 )カロ張宣竹′

`錯

。各成長単位根据工作升晨実際情汎及

叶扱送工作信息及工作筒扱。充分不1用 各科方式和渠道,多 常主

功汗晨財政支持需扶相美工作和政策情死的宣侍,形成良好早

向。及叶恙錯相美工作邊晨情尻
～

有美政策措施落実情汎,対工

作中iこ到的新情尻、新目逝及叶反映,汰真研究井提出相美政策

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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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天津市高度量推避奈西部扶貧跡作和支援

合作助力打好脱貧攻堅哉 2019年

芳努跡作支援寺項実施方案

力汰真学ヨ貫御コ近平′もギt己 美子状貪工作的重要沿述,落

共《中共中央国弁院美子打嵐脱貪攻竪哉三年行功的指早意見》,

全面貫御《天津市高廣量推逃末西部扶貪lll作 和支援合作助力打

好脱貧攻堅哉 2019年実施方案》っ精准推逃 2019年労弁lll作脱

貪攻竪曰林任弁仝面完成,+1定女口下工作方条 :

一、忠体要求

以刀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力指早,深入貫物落

実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汰真学可貫御可近

平恙事t己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沿途,lll持精准扶貧、精准脱貧基

本方略っ堅持“升象カロカ、多尿仝覆蓋、有限元限相筆合"的 工作

恙要求,堅持曰林早向
～

同題早向,友拝天津仇勢、衆焦深度貪

困地区、特殊貪困群体和影噛“両不愁三保障"的 炎出同題,以 落

実《天津市高盾量推班末西部扶貪協作和支援合作助力打好脱貪

攻堅哉 2019年工作方条》力銅,不断か大就立唸1立 、技能培サ|

等扶貪工作力度,帯功促逃受援地区貧困人口脱貧,助 力受援地

区全面打鼠打好脱貪攻竪哉,力 全面定成小康社会作出入津貢

献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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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林
・i4_一 歩提高労弁姐奴化、精准化程度,促成廿粛省、承徳市

貧困人口就立 4.5万人,其 中,来津就立 1500人 ,就近就地就

立 1.15万人,特移其セ地区就立 3.22万人。継須倣好其t受援

地区芳弁跡作工作。

三、主要任努

(一 )就近就地就上助力状貧

1。 支持受援地区升友各美公益蘭位。各区、各前方工作机

杓主功対接受援地,錯合当地特点,功員更多分困群A参均小型

基拙没施、水村人居不境整治等項目定没,吸幼貪困家庭労功カ

参与保浩、治安、デ路、管水、扶残助残、春老伊理等,増加芳

弁1文入。(市人社局牽共,各区具体負責,市財政局、市合作交

流亦配合 )

2.促辻就近就地就立.鼓励当地企立吸幼貪困労功力就立 ,

力貪困労功力奄1造更多就近就地就立関位。各区秋板lll助 受援地

建立扶貧卒同,対吸幼建楷立十貪困労劫力就立妓呆良好的,分

子 5万元一次性爽ネト激励。(市入社局牽共,各 区、各前方工作

机杓負責,市友展改革委、市工立和信′宅、化局、市財政局、市水

立水村委、市国資委、市商券局、市文化和旅済局、市合作交流

亦配合 )

3.推逃庁立扶貪、項目扶貪。依据声立希扶工作方案,カロ

快我市萄受援地区庁立合作歩伐,姐須各有美部「]和 区引早仇勢

企立赴受援地区投資落声,illミ 企立投資帯功貪困人口就立,実

現脱介。(市友晨改革委牽共、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負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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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立
～
信息化局、市財政局、市水Jヒ 水村委、市国姿委、市商券

局、市文化和旅済局、市合作交流力ヽ配合 )

(二 )倫緒就上提高芳弁姐奴化程度

4.建立労券llr作服弁工作堵 (就立扶貧基地 )。 各区lll助結

対神扶芸 (市 、区)定立労弁lllJN作 服弁工作堵,提高対接咲絡数

率,搭建供需信
`憩
対接平台,声 た捜集各地用工需求信息,促逃

貪困労功力外出特移就立。分予毎全工作堵 10万 元一次性建堵

ネト貼。(市人社局牽共,各 区、各前方工作机杓負責,市財政局、

市水立水村委、市国資委、市商弁局、市文化和旅済局、市合作

交流亦配合 )

5.精准提供符合貪困労功力需求的開位信息。主功か張均

受援地区的洵垣咲箸,切 実模清走梢立十貪困労功力底数不口就立

需求,対招聘信息辻行杭理,E恙 ,形成“出位供分清単"。 建立出

位信息姉査机+1,+1定寺人,挑逍符合建梢立十貪困労功力需求

的出位,実現供需精准推送、精准対接、精准匹配,切 実提高輸

4寺就立成功率。(市人社局牽共,各 区、各前方工作机杓負責 )

6.挙亦寺場招聘活劫。各区在毎今結対相扶晏 (市 、区 )

毎年至少挙亦 l助寺場招聘会,全市提供不少千 1.6万 今就立関

位,吸 引貪困労功力来津就立。を助招聘会交遁合宿和招聘成本

等費用,据共分予就立奄1立服券ネト助。(市人社局牽共,各 区、

各前方工作机杓久責,市財IEA局 、市水立水村委、市国資委、市

商弁局、市文化
～
旅済局、市合作交流か配合 )

7.鼓励来津就立。按照 《市人社局市財政局美子か大就立

扶貪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労弁姐奴化程度的過失口》(津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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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2018〕 66号 )規定,分予企立、労券俎須和中介机杓相庄

的ネト貼激励,鼓励受援地区貧困労劫力来我市就立或就立兄可。

(市 人社局牽共,各 区、各前方工作机杓負責,市財政局、市民

政局配合 )

8.提高受援地区定楷立■貪困人口在津Cl立 、就立税1文オロ

城限額 (定 額 )林准,碗保分lll高 千国家林准的 20%、 30%。 (市

税弁局牽共、市財政局、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

(二 )実施枝能脱貧千校行功汁拠l

9。 支持受援地区汗展技能培サ|。 姐奴我市公共実ツ1中 ′む、

技二院校均各区、前方工作机杓対接,在受援地区技二院校、公

共実ツ1基地建没等方面給予技木支持。我市各技二院校、培ツ1机

杓在りT姿培界、保程+1定等方面対受援地提供指早。俎須天津技

二院校教llT到 当地升晨寺題授保,1こ量双向桂取、両地培サ|、 委

托培赤等方式,提高相扶妓呆。推邊廿南州中等取立院校有天津

市労功保障技りT学 院深度合作,在廿南州中等釈立院校か桂天津

市労功保障技りT学 院牌子。(市人社局牽共、市教委、市工立和

信′宅、化局配合,各 区、各前方工作机杓具体負責 )

10.鼓励我市技二院校在受援地区招生。天津取立技木りT苑

大学附属高貌技木学校、天津市机屯工乞学院和中鉄十八局集囲

有限公司技工学校等院校作力重点扶貪院校,招 1文走梢立十貪困

家庭子女。在がL屯 一体化、数控加工、鉄路工程測量等仇勢寺立,

仇先招1文受援地区建梢立十貪困家庭学生,仇先安排実可,仕先

推存就立。(市人社局牽共、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具体負責 )

H.俎須升展致富帯共人々培工程。llT助 毎今錆対守扶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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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区)培ツ1砲1立 致富帯共人不少千 100人 (深度貪困具不少

千 150人 ),仝年培り15000人 次村数帯共人和致富能人,硫保

30%以 上受ツ1人 員実現唸1立 ,帯 功建梢立十貪困人口就立脱貪。

(市合作交流力ヽ牽共,市水立水村委、市教委、市工立和信息化

局配合、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具体久責 )

四、保障措施

(― )か張俎奴額♀。按照/1N市 扶貪lll作 千口支援合作工作銃

箸安排,成立労券lll作 寺項工作姐,市人社局力牽共部11,各 区

人民政府、市合作交流力ヽ、市友晨改革委、市財政局、市工立
～

信恙、化局、市教委、市水立水村委、市民政局、市税券局、市科

技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城多建没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商券局、

市文化和旅洋局、市国資委、市工商咲、各前方工作机杓力成長

単位。

(二 )圧 共主体貴任。市人社局決真履行牽共単位孤恙責任 ,

牛1定分解芳券llr作 任券指林,定期召升労弁lll作 支援寺項工作須

成長単位会洪,量扱工作邊晨,か張工作督早。各成長単位村立

“一壺棋"意 沢,堅持“一把手"机落実,明碗叶同表、路銭困和責

任人,推功落実本単位任券指林。各区政府作力芳券lll作姐鉄実

施主体,接照“仝市筑等、各区実施"的 原只1,充分調功本区各方

力量,切 実倣好供需対接,倣好就近就_NIL及 昇地特移就立等数据

筑サ,碗保完成曰林任弁。各前方工作机杓充分友拝“杯共堡"

作用,深入了解受援地区労弁lll作 和技能培り1需 求,力 精准孤好

労弁lll作工作打好基拙。

(二 )強化日常督子。張化日常督早推功,か張重点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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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任弁定期督査。各区、各単位、前方工作机杓毎季度向牽共部

|¬ 扱送工作辻晨情尻和下一歩工作汁支1。

(四 )倣好信′∈オ民送。建立完善信
`咆
、扱送+1度 ,各 区、各単

位、前方工作机杓要及叶向牽共単位扱送工作信息、工作筒扱和

姪始倣法,按 照《末西部扶貪跡作不口対口支援信息系統管理亦法》

相美規定,按叶・la好本単位、本象信`息
上竹和管理.

附件:2019年末西部労弁lll作 重点考核指林十七1情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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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末西部芳努跡作重点考核指林汁丈1情況表

考核指林
評助貧国人口到

奈部錯対省紛就並

精助貧困人口省内

就近就並数

計助貧国人口到其他

地区就立数

単位 人 人 人

漠海新区 124 1005 2587

希口平区 139 890 3064

河末区 101 595 1287

河西区 140 890 3064

南升区 140 ０

　

　

５

９

　

　

０

８

　

　

１

1287

河Jヒ 区 64 1412

2239笙杯区 101 595

末雨区 54 1185 2087

西青区 69 1358 1287

津南区 139 890 3064

北辰区 124 605 1287

武清区 44 1005 3064

宝地区 54 ３

　

　

０

９

一　

〇

つ
ん

一　

ｊ^

2237

宇河区

静海区

44 787

63 300 1213

鈍州区 101 595 2239

合十 1500 11500 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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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9年天津市消費扶貧十項工作方案

力貫物落実 《国弁院亦公斤美子深入升晨消費扶貪助力打品

脱貪攻坐哉的指早意見》(国 か友 〔2018〕 129号 )っ 按照 《天津

市高反量推邊 2019年扶貧lll作和支援合作全力打硫脱貪攻堡哉

的実施意見》,市 商券局作力消費扶貪寺項工作姐牽共単位,本着

“争一流、邊一楷"的 原只1,圧 実目林責任,量化銃汁指林,制定

方案女口下:

一、日禄分解

根据国家消費扶介指早意見,消 費扶貧足社会各界通辻消費

来白貪困地区和貧困人口的声品均服弁,帝 助貪困人口増1文脱貪

的一稗扶介方式,足社会力量参与脱貧攻里的重要途径。2019年

我市消費扶貪的工作目林足:功員仝市力量,消 費扶貪恙額迷至1

H化元以上。

按照“仝市坑等、各区実施、部 1可 配合"的 原ス1,妹合考慮各

区経済、人口等因素,杵 2019年我市消費扶貪恙額 11化元以上

的工作曰林具体分解女口下:演海新区 1.8化 元,西青区 1,5化元,

末雨区 1仏元,津南区、北辰区各 0.85化元,和平区、河西区、

南升区、河北区、河末区、笙析区、武清区、宝氏区、静海区各

0。5化元,宇 河区、前州区各 0.25化元。

二、飯尋机杓

接照全市扶介llb、 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銃等安羽卜要求,成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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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費扶貪寺項工作俎。市商券局力牽共部「1,各区人民政府、

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工生健康委、市国資委、市交

週近輸委、市文化不口旅落局、市金融局、市机美事券管理局、市

供硝社等市象部11及各前方工作机杓作力成長単位,寺項工作俎

亦公室没在市商券局。

各成長単位要緊米国統消費扶貪汰真履行工作取責:

市商弁局久責牽共整体消費扶貪工作,+1打具体工作方案 ,

定期俎奴召升工作推功会,推功我市走没受援地区愛lむ 寺桓 100

/it,扶持受援地区定没不少千 100今 屯商扶貪堵点,培ツ1屯 商人

オ 1000人 以上,井跡助区政府推功有美商立企立均受援地区答資

水日1声 品釆殉祢洪,定 向釆賄受援地区声品9

各区人民政府要芦格落実消費扶貪任弁指林,俎鉄区域内机

美企事立単位釆胸受援地区各炎声品。

市教委久責lll助 各区政府推劫我市大寺院校均受援地区答

汀水冨1声 品釆胸協洪,定向釆賄受援地区声品。

市/Ak安局負責lll助 各区政府推劫我市公安系統有夫単位均

受援地区答河水副声品采胸llT洪 ,定向釆賄受援地区庁品,井依

法保障消費扶貧場所錘菅秩序。

市司法局負責協助各区政府推功我市司法系銃有美単位均

受援地区答資水冨1声 品釆胸lll洪 ,定向釆胸受援地区声品.

市工健委負責lll助 各区政府推功我市医庁机杓与受援地区

答汀水副声品釆胸lll洪 ,定向釆賄受援地区声品。

市国資委久責lll助各区政府接照受援地区特色声品名永,姐

須市管集困対接受援地区相美部日提出来殉需求,支持企立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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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工福不1、 食堂采殉仇先賄要受援地区水声品,在国有商場超市

汗没消費扶貧力む寺拒,常年展実受援地区特色庁品。推功国資

系統医菱企立釆胸受援地区葬材,井推功本系筑有美単位均受援

地区答打水冨1庁 品釆胸llI洪 ,定向釆胸受援地区庁品。

市交lil近輸委久責跡助各区政府保障受援地区声品在我市

境内物週近輸,在仝市境内高速服弁区、軌道交邁、公共交ill沿

銭靖点没立消費扶貪声品鋼告寺区或張貼硝害二窄4,力 受援地

区水庁品硝告提供便不|。 推功本系銃有美単位与受援地区答汀水

冨1声 品釆賄称以,定向釆胸受援地区声品。

市文化和旅洋局久責協助各区IEA府 推功我市文化旅洋系銃

有美単位均受援地区答河水副声品釆殉lll洪 っ定向釆胸受援地区

声品,推功在我市定没受援地区民俗文化力主題的文旅推介、声

品鋼害、各欽娯示一体化商立載体,推功本市旅行社俎奴落客赴

受援地区旅洋,鼓励洋客胸要当地特色声品。

市金融局負責lll助 各区政府推功我市各金融机杓与受援地

区答打水冨1庁 品釆賄llT洪 ,定 向釆胸受援地区声品,井力消費扶

貪釆殉企立倣好金融服券。

市机美事券管理局lll助 各区政府俎須市象机美部11釆胸受

援地区声品,推功受援地区庁品邊食堂。

市供硝社負責llT助 各区政府姐須供鎖社系筑企立毎年至少

両次赴受援地区升展対接活功,俎奴希扶声硝対接活功 4次 ,在

所属超市升没受援地区声品を桓。

各前方工作机杓負責釈板配合我市相美部日均受援地区定

立咲系,trr凋 推辻消費扶貪工作順不1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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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努

(一 )深入劫ス,多口化分工。4月 上旬,召 升仝市功員部署会,

明衝任弁,圧実責任。4月 底前,各部日、各区立口F升晨、逐象

友劫、分尿実施,市象各部日要同属地区IEA府 主功対接,明碗任

券曰林。在系筑内逹行声た劫員,形成市区西象上下咲功工作恣

勢:各区政府、各市須配合部日要成立消費扶貪工作頷早机杓 ,

制定工作方案,知化任弁分解。

(二 )迅速行功,オし実推辻。一足倣好受援地区声品釆殉。

各区IFA府研究明碗本区域内机美食堂、学校、医院、商坊、超市

等企事立単位釆胸主体。逍辻実地考察等方式,均 受援地区各前

方工作机杓汗晨工作対接,邊一歩明挽消費扶貪供泣主体、声品

曰永、物流通道,答署供硝lll洪 。各市象部11年合自身取能,倣

好対泣配合推功工作。各渉水区要友拝好供鎖社渠道化勢,倣好

筑殉分硝。二是鼓励至1受 援地区旅洋消費。市区旅涛部1可 緒合受

援地区旅済資源特色,没廿有針対性的旅済残路,升友遺合的旅

洋声品。三足促邊受援地区声品消費。か張宣侍推介,菅造扶貪

献愛′む気日,功員会社会力量消費受援地区声品。

(二 )カロ張督子,琉保辻皮。提高政治堵位,凝衆更大力量,

強化曰林引頷,碗保毎月都有新邊展,女口期完成年度消費扶貧エ

作目林。5月 中旬,召 升消費扶貪工作例会,Ell扱各区、市須部

11落 実逹晨情汎,研究協調工作日題,安羽卜部署下一歩工作。8

月中旬,魂保実現任外辻半。召汗全市消費扶貪工作点坪会,洵

適各区、市象部「可任弁完成情尻,対未完成任弁的―in位逃行邁扱。

10月 底,実現曰林逃度迷至195%,力 /1t年 消費扶貧任券版不1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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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定基拙。12月 中旬,召 升仝年任券分析′意結会,杭理分析仝年
工作,伐差距、ネト快口。

四、保障机制

(一 )走立会洪+1度。定期召汗消費扶貪寺項工作trr凋 会 ,

侍迷上象指示精神
～
要求,分析仝市消費扶介工作形勢,,E恙近

扱各単位曰林辻度完成情汎,交流工作経褒。根据任弁需要,及
叶召集々題会洪,研究解決具体事項。

(二 )か張信′き皮債。各単位要走立工作合敗,保 留殉鋼免江,

明晩任券完成吋限和責任人,及叶眼踪銃汁工作曰林完成情尻。

毎月5日 前,反債上月工作邊晨情九っ市商券局杵適扱工作邊度 ,

井以寺扱形式扱市頷早。

(二 )密切咲系洵通。建立全市消費扶貪寺項工作咲系机制 ,

各単位要明挽消費扶貪寺取工作負責人及咲絡員,挽保咲系渠道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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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夭津市文化旅鮮扶貧青項工作狙

2019年実施方案

力貫御落実可近半恙ギ泥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奇辻,仝面落

実 《中共中央国券院美子打鼠脱貧攻竪哉三年行功的指早意見》

和《天津市高廣量推邊末西部扶貪lll作和支援合作 2019年 実施方

案》,仝力打好脱貪攻堅哉,按照市委ギt己 、市扶貪llr作利支援合

作工作頷早小俎俎掟李鴻恙同恙在“仝市扶貪llr作 和支援合作頷

早小俎ゲ大会畳2019年工作推邊会"上的併活精神,推功我市末

西部扶貪跡作和支援合作工作,現就文化和旅洋扶貪工作牛1定女ロ

下実施方案:

一、忠体要求

以可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え思想力指早っ汰真学可頷

会刀近平恙牟t己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力辻,全面貫物党的十九大

～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実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

～
市委十一届五次、六次仝会精神,堅持精准扶貪、精准脱貪基本

方略,落実“升象カロカ、多尿仝覆蓋、有限元限相結合"的 工作′こ

要求,堅持目林林准和同題早向,衆焦受援地区的突出同題,カロ

張党的頷早っ強化責任落実,以 一流的工作林准、一流的工作立

須,全面提升我市文化和旅済扶貪工作水平,力李取脱貪攻堅哉

仝面胆不1貢献力量。

二、工作目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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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友拝天津区位仇勢和特色文化旅済資源,利用天津市在

公共文化服弁体系建浚和現代文化声立友展、民同文化侍承保ゲ、

旅落升友等方面的先逃径詮,か張与受援地区文化旅滋的交流合

作,助力受援地区公共文化体系建没,促邊受援地区文化旅洋事

止繁栄友展。

三、主要任努

(― )え力宣借準介受援地区え化嵐貌和雄落特色,笑励ゎ

子1早社会介本升友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竹色的えCJ庁 品,因地+1

宜帯劫受援地区オた落声止友晨,吸幼史多貧困′通辻旅洋庁上共

現脱貧

1.在 《天津曰扱》、《今晩扱》刊登受援地区旅洋信′息資源;

fll用 天津旅済資汎回、示済大津官方微信公A号、天津旅洋官方

微博、 《天津市文化旅済手勝》定期刊登受援地区旅洋景点、路

銭介幻;在天津机場、由F給母港、人キ堵等天津旅済盗洵点援放

受援地区的旅洋宣侍品,大力宣侍推介受援地区文化底塩矛口旅洋

特色。(市文化和旅滸局)

2.充分オ1月 中国天津旅済庁立博覧会、河北省特色文化声品

博克交易会、中国吉林国際木雪旅済声立博覧会等展会平合,俎
奴夭津企」ヒ走4受援地区,把受援地区企立清逍来,通辻召升受

援地区旅落推介会,邊清我市旅済企立
～
新同媒体参か,宣侍推

介受援地区特色旅洋項目。か張企立晨面的交流互功,宣侍推介

対口支援地区的特色文化資源、文化声品和旅洋声品。 (市文化

和旅滸局)

3.挙 力、青海省黄南州“唐十乞木展"fII廿 粛省廿南州“特色文

化資源展",倣好両地特色資源宣イを推介;実施“行走的美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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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貪廿丸1,升展“名帰工作坊"～“行走看世界"特色公共文化

教育活功,唸1亦天津美木竹小画宅牟屋等活功,力 受援地区提供

更多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市文化和旅滸局)

4.姐 奴入津作家、撮影家、居1作 家赴受援地区指早、釆凩 ,

友表一llL反映受援地区文化特点,民族特色,風土人情的作品,

宣侍受援地区,促逃旅滸立友展和増カロ済客数量。(市文琺章共リ

市文化和旅滸局配合)

5。没立受援地区特色旅済商品、特色声品展示交易中Jむ 或千

合,推介受援地区特色旅済資源,推硝受援地区特色文化旅済商

品和上特庁品,促邊受援地区旅済声立友晨和貪困声脱貪。(市文

化和旅滸局華共、各区配合)

6。俎奴天津文化和旅落企止赴受援地区考察交流,対接項目,

促逃合作,推功社会資本参与受援地区旅洋庁立友晨,参均文奄1

声品升友。か張対受援地区夫唸1声 品升友的指早和稲助,lll助 対

接砲1意没十,宣借推介等方面資源。(市文化和旅滸局章共,各区

配合)

7.挙 が受援地区千部本口寺立人員培ツ1非 ,選靖受援地区行政

管理千部、寺立人員、文化和旅済企立来津参加培ツ|,提升受援

地区文化
～
旅滋人員妹合素赤和能力;地抜仇秀早済員赴威参カロ

早済援蔵工作,升展早済立券侍稲帯,促邊西減旅洋服券水平提

升;秋板向我市的文化和旅洋企12珪行就立推介。 (市文化和旅

滸局華共、市教委配合)

(二 )引 子表市場受援地区オに落企止躾合升友市場,か薇着

品残路没十升友和庁品対接,劫 ス旅落企止俎奴落客多1受彰3也区

オに洋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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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姐 象我市旅済企立赴受援地区旅済珠銭,汗友受援地区旅

落市場。(市文化和旅滸局牽共,各区配合)

2.lll凋 わ推功我市旅行社与受援地区旅行社升晨合作立弁 ,

か張残路没汁汗友和庁品対接合作。(市 文化和旅滋局牽共,各 区

配合 )

3.鼓励我市旅行社姐須落客至1受援地区旅洋規光,促邊受援

地区旅済市場繁栄友展。(市文化和旅滸局章共,各区配合)

(二 )鼓励千iこ え津二受援地区的立■航銭,千晨面向受援地

区的包机派涛,十列旅涛寺

1。 俎奴“津和号"旅済包机、旅済寺夕1和 白賀済活功,通辻各

稗途径向和国地区輸送客源。(市交通透輸委章共,市文化和旅滸

局、援彊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2.姐 奴黄南、廿南旅落寺列っ向黄南、廿南受援地輸送客源。

(市交通這輸委華共,市文化和旅滸局、援青前方工作机杓、援

甘前方工作机杓配合)

3.升適天津至承徳 (共隆)旅滋宣通卒,向承徳 (共 隆 )輸送

客源。(市交通透輸委牽共、市文化和旅滸局、評扶承徳工作臥配

合)

三、保障措施

(一 )か張姐奴額子。成立天津市文化旅済扶貪寺項工作小

姐,市文化和旅滋局党委牟t己 、局長〃ヒ建軍任俎K,市文化利旅

滋局、市教委、市交垣土こ輸委、市文咲、各区、各前方工作机杓

力成長単位。頷早小俎力、公室没在市文化和旅済局,具体由財券

与基建炎牽共負責,亦公室主任由分管末西部扶貪lld作和支援合

作工作的局頷早担任,副 主任由財券均基建丈丈K担任,成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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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項工作俎成長単位分管負責同恙担任。

(二 )落実工作壼任。市文化和旅洋局切実友拝文化和旅洋

扶貪寺項工作俎牽共単位取責,十1定倣好文化
～
旅済扶貧々項工

作俎実施方案和工作汁支1,定期召升頷早小姐会洪,週扱工作斐

晨情汎,1文集整理工作的亮点,稿好姪詮,こ 箸,研究井解決文化

利旅滸扶貪方面過至1的 重准点同題。

文化旅済扶貧寺項工作姐各成長単位要堅持“一把手"未 白tll

落実,未 白媒支1、 未自部署、未自推功文化旅済扶貪工作,釆取

有針対性、可操作的措施,明挽叶同表、路銭国和責任人,碗保

園満完成我市文化旅洋扶貪目林任券。

(二 )化全工作力L制 。建立信′憩報送牛1度 ,各成長単位要明

挽寺人,カロ張与小俎亦公室対接洵通,及叶杵工作光晨情尻扱送

頷早小俎亦公室,対千工作中的唸1新思路、特色倣法、典型姪詮

也要週i土信息或筒扱等形式報送頷早小須亦公室,倣至1月 扱信息、

月扱辻晨、半年扱,こ 錯汁支1。 建立寺項工作俎例会制度っ毎季度

召升至少一次寺項工作姐全体会洪,折取各成長単位工作邊展情

汎,研究解決在工作邁至1的 同題,推功各項工作任券的落実。

(四 )形成工作合力。各咸員単位要逃一歩提高政治堵位 ,

杵扶貪攻堅工作作カー項重要的政治任券,全力孤好俎鉄推功。

か張筑箸llT凋 っ密切配合,ミカlll作 ,形成張大工作合力,要牢

固村立“一壼棋"思想,販仝大局,合理分工,明碗取責,各司其

駅,園満完成全年工作任券。

附件:天津市文化旅洋扶貧寺項工作俎2019年工作任券清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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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文化旅隣扶貧青項工作狙2019年工作任努清単

主要任努 具体措施 牽共単位 責任単位 牽共楚室 配合処室及単位 完成吋 li33

突出精品文旅itt i+7鮮

「―太力宣侍推 か受援地
区文′千ヒ庶塩和旅蒋特

色,鼓 励和子1尋 社会資
本千 t共 有民族特色、

地域持色的丈含J声 品 ,

国地+1宜 帝劫受援地区

1た 丼■止友晨,吸 納更
多資困戸i亘 ミ 1れ 洋声士

宴班脱贅

亡 《云彦 日11》 .《 李札損》刊登受援地区方れ詩官民
資

'原

:《 責津市文 f七 方に涛手冊》定期刊登受援輝1区 旅
諄景点、路戯デト紹

市文化オロi「 済局 市大化和旅済局 活三カflT i士 夕t 2019年 12月

ilR好 ―
「

7受 援地区旅着 11■ 日靖的相互僕接与信宅́、共
享,薇祇利用旅丼啓詢日、官方微信千口官方微博 Ll■

有景:噴 力的新煤体平台,宣 終在旅済資源、旅絆声品
、1良 膳 J面 目f口 方れ丼市成活劫等方面釣信 宅

rF t千ヒヤオれ洋局 市文化千口旅済局 力
`ri

六津市着済熱′ヒ
月R与 中心、貴津

市六♯ 言感中′む

2019年 12月

1生 云津 trl,効 、占「モ母港、大卒堆等元津方れ薦各 i釘 点亀
彎1妥 放受援地区的薇着宣皓品,カロ大受援地区オ涛市
場菅捕寺度

商tfヒ 千Ⅲれ,諄 局 市文化千口旅滸局
11や 1与 舜源

千友t 颯帥
切
劫

,舌
2019年 12月

t争 千1月 中国■津オた済声止博地会、河JL省 特色載:千L
■品博地支易会、中国吉拝国rTN本 雪旅涛声上博覧会
等員会平台,11賀 夭津■」Lt辻 受援地区,把受援地
区企上清 i壮 未,itt it召 千受援地区旅済推 1ヽ 会,逆 i青

我市旅涛金上和新同媒体参カロ,宣 竹推か受援地区特
色旅丼」頁日。か張全土晨面的交流互劫,宣 什推 |ヽ 対
日支援地区的特色文 f七 資源、文千L声 品f口 iた 力:■ 品

市 t iLi"旅 涛 局 市文 fL和 旅癖局

た

載

展

促

十
、
劫

ｔ

士

活

声
　
ヽ

市場管理 t、 キ

物盾文化遺声丈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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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努 具体措施 牽共単位 責任単位 牽共赴室 配合楚室及単位 完成吋同

突出精品丈旅うt il― 推ブ=

一人力宣借推介受援地

区文化底嘉禾口旅濤特

色,鼓 励和引早社会資

不升実具有民族特色、

地域特色的文含1声 品,

西地牛1宣 帯劫受援地区

方た塔声止皮晨,吸 壇更

多力田声週 it iた 諄声」l

実現月え資

挙力青海省黄南州 “唐十芝水晨"和 廿粛省廿南州・

特色文化資源晨",倣好両地特色資源宣侍推 1ヽ

市文化不口旅落局 市文 化和旅済 局 博物情代 夭津美木竹 2019年 9月

姐賀夭津作家、撮影家、居1作 家赴受援地区指尋、采
R,安 表一批反映受援地区文化特点,民族特色,民
主メ、情的作品,宣 侍受援地区,促辻旅落土t晨 千口l曽

カロ丼写数―i

市文職 市文化禾口旅洋局 乞ホタt
夭津市芝水研究

所
2019年 9月

在津格定廿南州文¢L旅丼菅鋼中′む,推 んヽ文化旅済装
路,昔鎖文 fと 旅丼商品,推 鋼受援地区持色文化旅丼

商品,上特■品,促辻受援地区旅洋声上 t ttf口 資困
戸脱貧

市文化イロ旅丼局 各区 活云力促靴贅
礼kl菊 資源千 友

た
2019年 9月

姐賀責津文化f口 旅埓企上赴受援地区考察交流 ,てi接
J貢 日,促辻 合ヽ作,推 幼社会資本参均受援地区ま詩声

立 t展 ,ス 均文也1声 品千支cカロ張対受援地区tC」 声

品千 t自,オき早和守動,静助対接Cl意 没11,宣 皓推 r,

等方面資源

市il iヒ

～
iた 雄局 各区 F上 女展代

市場管理た、キ

物賃文化遺声t 2019J19月

挙■受援地区千部 f口 そ止 メ、員培 ill■ ,選 靖受援地[
行政管理千部、そ立 人員、文化和旅洋企立キ津本ヵロ

培‖||,提 升受援地区文化伸旅寿人員箸 合素キ千口育Lカ

市丈 |ヒ 和旅鮮局 市教委 教育培 iサ 1赴

夭津市文化カホ

♯局千書「学校、

夭津市旅丼培 iり ||

中′む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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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化旅鮮扶貧寺項工作狙2019年工作任努清単
主要任努 具体措施 牽共単位 責任単位 牽共処室 配合処室及単位 完成吋同

実出精品文旅没■推 7~

一人 力宣佑推角ヽ受援地
区文化底塩千口旅丼特

色,鼓励千口引早社会資
本千賞共有民族特色、
地域特色的丈道」声品 ,

日地+1宣 帯幼受援地区
旅落庁主L友 晨,吸幼更
多分ロカ通ミ旅諄声立

実現脱資

逸批化秀早洋赴燕参ゎ尋済援蔵工作,千 展早♯」1み
侍守帯,促邊西蔵旅洋服み水平提■ 市文 fヒ 禾口旅丼局 市文化脅方ま濤局 教育培 illl代

夭津市文 fヒ 千口旅
薦局千部学校、
夭津市 :“ 丼培11

中′もヽ

2019年 12馬

智板向我市的ァ fL和 旅済 1か 止辻行就Jl稚 力ヽ 市寺:化 オロうに

"局
市文化千口旅済局 F tt t tt t 市場管理代 2019■112月

実出精品文″よう1→十推声
―引早我市与受援地区
■着企士L駄 合千友市

場,カロ張精品まk tt it■
千麦千フ声品寸接,動 員
沐満全J:坦 奴丼客rl受

援地区旅洋扶資

選 i青 受授地区塚カロ置津雷元甲式ホ iた 洋市活裁,岨′■
1た iテ 商職 iテ 考察際点,打 it旅 済路装 各 区

各‐区

各区

j舌 効促量 t 2019寺・10月

勧 i同 f口 推功我市旅子テ社与受援地区旅行社千展 さ作」′

ネ,カロ張装路没i十 千 tf口 ■品対接合作.

市 t千ヒ千口,た ,棒 局 市ナラ管理機

市 1乃 管理 た

2019」
「

10 Fl

三励我市旅行■1坦賀丼客rl受 援地区旅着 1電 光,1l i性
受援地区旅涛市場繁茉 友展。

市文化手口旅丼局 2019年 10月

突出オキ品文 iた ,ti十 オ庄「
‐

―鼓励千 i通 夭津至受援
地区的互 航ヽ残,千 晨
面向受援地区的包A/L旅

洋,青 ,1旅 丼等

組ま只“津オ,サ "旅 落包机、旅済十 ,1千口白聟済活裁 ,

通せ各仲途後句和ご地区4命 そ客源
市交通 iミ 輪委

市文化和旅洋局
、援彊前オエ作

″L竹
市場管理賛 2019年 9月

突出精品丈旅没1+推 声
―鼓励千通夭津至受援
地区的宣入1え 銭,千 展
面向受援地区的包札旅

丼,十
'1旅

洋等

千通責南、廿南旅洋 寺夕.,向 貴 南、十南受援 lll i前 蟻
客源 市交通返輪委

市文化和旅丼局
、援青前方工作
机竹、援甘前方

工作札杓

市場管理代 2019午 9月

千通夭津三承徳 (共 隆 )旅 丼宣通4,向 承健 (半

隆 )輸送春源
市交通」電輸委

市文化 f口 派薦局
、干扶承徳工作

Ⅳ、
市場管理●

t・ 201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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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天津市高腕量推遊奈画部健康扶貧跡作

和対日支援青項工作実施方案

力汰真学可貫物可近平′きギt己 美子扶貧工作的重要ぬ述,特

男1是在参か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洪廿粛代表囲申洪叶的重要琲

活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各院、国家工生健康委、市委市政府美

子健康扶貪工作的央策部署,全面落実 《天津市高度量推逃末西

部扶貪lll作不口支援合作2019年 実施方案》,努力升奄1我市健康扶

貪lll作 ホロ支援合作工作新局面,制定女口下寺項工作実施方条。

一、忠体要求

(一 )恙体思路。以ヨ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力

指早,仝面貫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決真

学可頷会可近平恙ギt己 夫千扶貪工作的重要奇迷,深入貫御落実

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堅持精

准扶貪、精准脱貪基本方略,堅持曰林林准,堅持同題早向,衆

集西部扶貪lll作和対口支援地区工生健康服弁薄弱不市,堅持“升

象カロカ、多尿仝覆蓋、有限元限相箸合"的稲扶工作思路,堅持把

扶貪以責仁在清上,把脱貪任弁机在手上的有妓作法,以更張的

姐奴頷早、更芦的工作要求、更実的工作作凩,日統突出1司 題不ロ

薄弱不市,在精准施策上出共招,在精准推北上下実功,在精准

落地上求共妓,堅央打鼠健康扶貪攻堅哉。

(二 )日 林妥ネ。一足推声深化医痛工生俎困秤扶“天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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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仝面提升末西部扶貪跡作和対口支援工作水平。升象カロカ倣

好“_al囲 式"支援新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廿粛省廿南州人民医院

和青海省黄南州人民医院工作以及国家工生健康委対口支援廿粛

西蔵貪困晏晏象医院工作,堅持“輸血"均 “造血"相 錆合的援助理

念,不 断提高却扶精准度,ミミ院包科、りT帯 徒、柔性却扶等手

段,努カカ受援地区打造一支技木i土硬、帯不走的医庁臥伍,共

同提高当地群A健康水平。二是推功医院結対全覆益,全面提升

貪困芸芸象医院能力。俎奴我市三象医院与受援地区芸鉄医院定

立錆対美系,週ミ升晨学木交流、技木稲扶等活功,相 助受援医

院培赤1臨 床寺立人オ,提高医庁技木水平不口服弁能力,実現廿粛

省、河北省承徳市、新程和国地区深度貪困暴 (市 、区)芸象医

院錆対仝覆蓋。晩保毎企貧困具 (市 、区)建好 1-2所晏象医院,

全面提升朱合性医院珍庁水平。三是不断提升貪困具村須工生室

服弁能力。通ミ培ッ1医 ゲ人員,提升管理水平不口服券能力,助カ

解決貧困片就近就医准題,助力受援地区村象工生室提楷升象。

四是不断健仝坦程医庁服券口箸。推声建没近程医庁平合,カロ張

信息化稲扶,健 /1・ 完善近程医庁服券回路っ神助受援地区友晨蠅

程会珍、坦程病理珍断、坦程培ツ1等 医痛信息化技木,助力受援

地区提高医庁水平。

二、狙鉄杓架

成立天津市扶貧lll作 和支援合作工作健康扶貧寺項頷早小

姐ぅ

姐K:曹小笙 冨1市長

成長:王建国 市工生健康委党委ギt己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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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春江 和平区区長

李 新 河北区区K
田金洋 河末区区K
姜徳恙 河西区党委冨1お t己 、区長

引ヽ
'1楠

 南升区区K
衰家健 笙枡区党委日1ギ t己 、区K
悧 元 末雨区区K
白風祥 西青区区K
賀亦水 津南区区K
王宝雨 北辰区区K
戴末張 武清区区K
毛効松 宝颯区党委日1ギ t已 、区K
廉桂峰 鈍州1区 区K
金,E江 静海区区K
張 件 守河区区K
物茂茉 漠海新区区K
李文込 対口援経前方指拝部′こ指拝

千村民 対口援蔵前方指拝部皓叶党委ギt已 、恙指拝

文1仄妃 対口援青前方指拝部恙指拝

末友好 対口援廿前方指拝部恙指拝

物春武 稲扶河北省承徳市工作臥眺K
亦公室主任: 王建国 (兼 )

寺項工作頷早小俎駅責:研究制定仝市健康扶貪寺項工作方

案和実施意見,衆焦争先tll仇 口林 ,オL実推迷健康扶貪相夫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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釈板推片“俎困式"医 庁援程成功姪詮,打造医庁工生“俎困式"援

助天津模式;俎鉄升晨医院筆対稲扶活功,稲助受援地区カロ快推

邊芸多村三象工生服券林准化建没:′こ第提煉健康扶貪方面Cl新

工作亮点和典型姪詮倣法;研究解決需扶ミ程中健康扶貪方面邁

至1的 重点准点1司 題;完成市頷早小姐交力、的其他事項。

を項頷早小姐下没亦公室,没在市工生健康委,負 責lll凋 推

邊我市健康扶貪工作。

三、工作任努

(一 )升久か力倣好医痛人オ “姐口式"支援新看わ口地区

人民医院工作。落実好中姐部、人力資源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原国家工生十生委 《美子辻一歩促邊医万人オ須囲式支援工作的

垣知》(姐追字 〔2017〕 15号 )文件精神,俎鉄我市 H家三象医

院釆取“院包科"的方式神助和国地区人民医院 11今科室。指早わ

督f/1支 援医院神助受援医院+1定落実短期、中期、長期稲扶規支1,

促瑳受援医院重点科室友晨、人オ眺伍建没,lll凋 支援医院在人

員、技木、培ツ|、 保障等方面給子重点支持。依据受援医院学科

需求,柔性派遣仇秀1脂 床寺立医庁人員 (囲 仄),来彊汗晨立弁指

早均学木交流,精 助受援地区提高医院管理、皓床医庁和伊理水

平。(市里生健康委、各区人民政府、対国支援新彊工作前方指揮

部具体負責)

(二 )倣好対口支援凸咸呂都地区二企貧困去医院工作。按

照市委俎奴部要求和国家工生健康委対口支援貪困芸晏象医院項

目要求,姐 奴我市9家 区須三象医院毎年派出36人次医庁技本人

員対口希扶昌都地区三今貪困具医院。北辰医院、北辰区中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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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武清区人民医院―一丁青芸工生服弁中Jむ ;苛州区人民医院、

宝氏区人民医院、西青医院一一十若区工生服券中lむ ;静海区医

院、宇河区医院、武清区中医医院―一江迷芸工生服券中′む。脊

助受援介困晏医院か張医庁人オ臥伍定没,適ミ升展珍庁、手木、

文珍、帯教、近程医庁等手段,神 助受援貪困芸医院升展新技木、

新項目,提高受援貪困晏医院医庁服弁水千,造福当地百姓。(市

■生健康委、各区人民政府、対国支援西蔵工作前方指揮部具体

負責)

(二 )倣好 “匁囲式"希状廿商引1人民医院工作。辻派第一

中′む医院,第二中雌医院っ人民医院,口 腟医院,ノL童 医院,眼

科医院,天津医院,医科大学恙医院,中 Jむ タヨ声科医院,市 Hll瘤

医院 10家 医院 39人次医痛技本人員,采取“院包科"模式稲扶廿

南州人民医院。(市里生健康委、各区人民政府、対日支援甘粛工

作前方指揮部具体負責)

(四 )倣好対口支援十粛右貧困芸芸久医院工作。按照国家

工生健康委的要求,姐 鉄我市三須医院対口支援廿粛省 14家貪困

晏芸象医院,毎年派出58人次。同時俎須各支援医院有針対性升

展柔性脊扶,提高受援医院管理水平。 (市里生健康委、各区人

民政府、対日支援甘粛工作前方指揮部具体負責)

(工 )倣好対口支援青海右黄占州1人民医院工作。姐鉄漠海

新区所属医庁机杓“俎囲式"支援青海省黄南州人民医院。邁辻実

施人オ希扶十支1、 技木神扶十支1和人オ培赤十支1,不断提高黄南

州人民医院的医疼技木水千
～
服券能力。倣好対青海黄南州工生

信違、化定没対口支援工作,推珪黄南州人民医院近程医庁会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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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科室能力建没,搭建均夭津市仇盾医庁資源互咲互通、坦程

医疼会珍平合,助力医院重点学科建没。(演海新区人民政府、市

工生健康委、対国支援青海工作前方指揮部具体負責)

(夫 )実現芸久医院錯対全覆孟,提升貧困姜芸坂医院能力。

各区根据市委市政府己姪硫定的対口支援美系,姐奴轄区内三須

医院与受援地区具象医院建立錆対美系,特 lll要 和廿粛、河北承

徳、新彊和国42企深度貪困具 (市 、区)姜須医院実現筆対仝覆

蓋 (几附件 1)。 各区要週ミ充分的凋研走済,在切実了解受援

貪困姜医庁工生水平和人民群A切 実需求的基拙上,針対需求本ロ

同題,制 定切実可行的神扶汁支1,_//■ 奴年対医院答署希扶協洪 .

通ミ升晨学木交流、技木帝扶等活功,稲 助受援医院培赤1臨 床寺

立人オ,提高医庁技木水平和服弁能力,碗保毎今貪困芸 (市 、

区)建好 1‐2所晏象医院。各区要在 2019年 6月 底前完成医院結

対仝覆蓋工作,答河稲扶lll洪 ,井扱市工生健康委各案,毎月上

報工作逃晨情尻。 (各区人民政府、市里生健康委、各前方指揮

部具体負責 )

(七 )重′点か張貧困芸村久工生室服券能力定没。各区接照

市委市政府己径挽定的対口支援美系 (兄附件 l),根据受援地

区カロ張村工生室服弁能力定没需求,答河神扶lll洪 。filミ培ツ1医

伊人員,提升管理水平わ服券能力 ,ヽ 助力解央貪困片就近就医准

題,助力受援地区村象工生室提楷升須。各区与受援地区要在

2019年 6月 底前答河稲扶lll洪 ,井扱市工生健康委各条。市工生

健康委建立齋扶工作月扱制度,井倣好技木指早有監督。(各区人

民政府、市里生健康委、各前方指揮部具体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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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佳全近程医痛Jlk外 国客。充分友拝逃程医痛服弁在仇

化医庁資源配畳方面的作用,相 助錆対医院建立近程医庁服券美

系,膚 功全市近程医痛服券平合建没,筑等支禅近程会珍、近程

培ツ1等服券。適辻坦程医庁月R券提高受援地区医庁服券水平和可

及性,不断提升受援医院医痛技木水平。(市里生健康委、各区人

民政府、各前方指揮部具体負責)

四、保障措施

(一 )か薇俎奴額♀。各成長単位要提高政治堵位,以高度

政治責任感和所史使命感,把学刀好宣侍好貫物好ヨ近平新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和可近平′きギt己 美子扶貪工作的重要発

述,作力村牢“四今意沢"、 坐決倣至1“両今象伊"的具体体現和実

践栓壮。各成長単位要落実主体責任,党委 (党俎 )主要負責同

恙要切共拉起第一責任人責任,既桂姉、又出征,一銭指拝、一

銭督哉,姪常研究渫支1推 功落実本単位扶貧lll作工作,如化任弁

分解,圧実工作責任,対落実結果負首責、久恙責、負全責,真

机実千,碗保完成各項目林任弁。

(二 )明 琉責任分工。各成長単位要カロ張坑等lll凋 和咲功互功,

接照取責分工か快推辻各項工作。要実行項目化管理(兄附件 2),

要対林曰林任外,如化工作措施,圧 実工作責任,奄1新工作思路

招法,碗保各項工作任弁高廣量完成。市工生健康委久責lll凋 推

功頷早小姐各成長単位倣好健康扶貪利対口支援工作。各区IEA府

牽共負責市委市政府下迷的健康扶貧和対口支援任券,負 責須奴

轄区内的医庁机杓倣好対口支援貪困異的医院結対全覆蓋工作以

及貪困晏村象工生室服弁能力建没工作,在 2019年 6月 底前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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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貪困具答河健康扶貪寺項秤扶lll洪 ,井扱市工生健康委各案。

各前方指拝部要充分友拝一銭杯共堡作用,負 責倣好援受双方的

洵]ミ lll瀾 工作,准硫掌握受援地区的相美需求及我市健康扶貪実

施恙体情尻,tll調 推功相美工作和解決相夫同題。

(二 )え与工作制度。一足健全完善会洪+1度 ,カロ張工作lll

調調度。堅持定期洪事っ健全完善頷早小姐会、工作例会等会洪

lll度 ,形成年初部署、そ題推功、季度分析、年冬′こ第的工作体

系。定期召升寺項工作俎全体会洪和亦公室会洪,嘴取各成長単

位工作辻展情汎,研究解決健康扶貪方面過至1的 同題,推功寺項

工作各項任券落実。二是建立信息扱送十1度 ,各責任単位要明碗

寺人,カロ張_5~頷 早小俎力、公室対接洵邁,在第一叶同ミ辻末西部

llr作和対口支援信息系統上侍健康扶貪工作情尻的同時,杵有美

情況及叶扱送頷早小姐力、公室,対子工作中的唸1新思路、特色倣

法、典型姪蛤,也要通辻信
`咆
、、筒扱等形式及叶上扱,倣至1周 扱

信息、月扱辻晨、半年扱恙錯汁支1。 三是建立上下前后互咲互理

机幸1。 頷早小俎力、公室各成長部日要接牽共責任項目,定期和各

前方工作机杓、各受援単位辻行洵垣,及叶掌握工作辻晨情尻,

チ取意兄和建洪,lll凋 解決存在的同題。各成長部「可要定立項目

咲箸lll商 +1度 ,明 碗責任人和咲箸員,物週上下、前后洵ミ渠道 ,

保障各項工作街接版物。

(四 )か張宣竹引♀Э各成長単位要カロ張対我市健康扶貪的

宣侍力度,秋板姐須汗展各美宣倍活z「A,及 叶多角度、多渠道邊

行宣侍報道,引 尋更多医痛机杓和医弁人員参考至1我 市末西部健

康扶貪称作和支援合作中来。要注重乾掘在健康扶貪工作中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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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径お、先迷人物和先邊事述,カロ大宣借扱IiC力 度,力健康扶貪

攻堅行功提供良好典奇気曰.

附件:1.我 市各区和廿粛、承徳、和国貪困芸錆対美系表

2。天津市高度量推邊末西部健康扶貪跡作
～
対日支

援寺項工作実施方条項目化管理清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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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我市各区和甘粛 承徳 和田貧困暴箸対美系表
省 静

廿府省

,可 Jヒ 省

口
一口
一

新

ξ援地市

ソえ「Π市

分困ユ

鎮原晏

壻ヽ 晏

常

南汗区

白根市

ノえドロ市

大本市

靖it姜 和千区

千口平区

河末区

北晨区

虹杯区
南升区

浜海新区 _
河1ヒ 区
津南区

西青区

平凍 rT
庄,良 ■

静宇ユ
河西区

武満区

式成市

廿南力|

天祝̀晏

古浪晏
i6,卓芸

鈍州区   _
― ― ― Ш

―

―

末nn区

舟山妥 千り千区
,可 Jヒ 区

三州市 永登現

桁中ユ
鼻 塁

宇河区

夭水市

平凍市

_ 口́根市__二____生i■
甘谷晏

武 d′ 姜

,::[ノ |1晏

ス台晏

¨  

―

末lF区

_ 宝五区
llt清 区
津南区
河西区

_  南汗区
河ホ区
気析区

抑 L
末雨区 _

北晨区
河西区

津南区

武清区

考、而区

北晨区

和国1也 区

ラ(隆 晏

_ 千泉市 _
_笙_勁 4__

_千 1El i

民事晏

_  西青区 _
津南区

_  西青区
宝ナ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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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天津市高臓量推遊奈西部健康扶貧跡作和対日支援寺項工作実施方案項目化管理清単
序号 任 努 具体措施 牽共単位 切亦ヽ単位 完成吋同

1

升象カロカ倣好

医庁人オ “姐

囲式"支援新

輻和国地区人

民医院工作

_l■ 奴我市H家 三象医院釆取 “院包科"的 方式督助和国地区人民医院
H今科室.指早和督促支援医院神助受援医院制定落実短期、中期、

長期稲扶規tl,促逃受援医院重点科室友晨、人オFA伍建没,lll凋 支
援医院在人員、技木、培ツ|、 保障等方面給子重点支持。依据受援医

院学科需求,柔性派遣代秀1臨 床寺立医万人員 (困 秩 ),来輻千晨立

券指早均学木交流,■ 助受援地区提高医院管理、皓床医庁わケ理水
平。

市工生健康委

各区人民政府

対 日支援新堰工作前

方指拝部

持崚lli逃

倣好対口支援
西蔵昌都地区
三全貪困姜医

院工作

按照市委究象部要求和国家工生健康委対口支援貧困晏晏象医院項目

要求,気象我市9家 区級三象医院毎年派出36ノ、次医痛技本人員対口守
扶昌都地区三李介困芸医院。常助受援貪困晏医院カロ張医万人オ臥伍
建i彙 、通域汗展珍庁、手木、え珍、帯教、1l ri医 庁等手段,■ 助受
援貪困共医院汗展新技水、新項 目,提高受援貧困晏医院医庁服各水
千、iと 福当地百姓。

市工生健康委

各 区人民政府

対口更援西蔵工作前

方指拝部

持象推逃

3

倣好 “姐困式
"督 扶廿南州
人民医院工作

辻派 10家 医院39人 次医痛技本人員,釆取 “院包科"模 式守扶廿南州

人 民医院。
市工生健康委

各区人民政府

対口支援廿粛工作前

方指拝部

持象推逹

И
十

倣好対口支援
廿粛省貪困晏
晏象医院工作

五象我市三象医院対口支援廿粛省14家 貪困晏晏致医院,毎年派出58

人次。同時_7■ 娯各支援医院有針対性升展柔性常扶,提高受援医院管
理水平。

市工生健康委

各区人民政府

対日支援廿粛工作前
方指拝部

持象推逃

5

倣好対口支援

青海省黄南り11

人民医院工作

_41象 漠海新区所属医庁机杓 “笙囲式"支援青海省黄南州人民医院。

通辻実施人オ却扶汁梵1、 技木奮扶汁支1和 人ォ培未汁セ1,不 断提高黄
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庁技木水平和月比各能力.倣好対青海黄南州工生信
息化建没対口支援工作,推逃黄南州人民医院遍程医庁会珍平台和科
室能力建没,搭建与天津市仇盾医庁資源互咲互il、 近程医庁会珍千
合,助 力医院重点学科定没 4

漠海新 区人民

政府

市工生健康委

対 口支援青海工作前

方指拝部

持紋推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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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現晏奴医院
第対全覆蓋、

提升貪困■■
象医院能力

|[:lIIEI言 [:[β [;:i[[言 ilili]ネ ;作[言
c各 区要重i土 充分的調研走坊,在切実了解受援資困4_― 医庁工生水子
和人民群A切 実需求的基拙上 ,・tt対 需求和同題,牛1え 切実可行的相
扶十梵1,究 奴姑対医院答署帝扶協波`過せ丹晨学木交流、技木守扶
等活動,守 助受援医院培赤皓床を立人オ,提 高医庁技木水千fII服 弁
能力,晩保毎今貪困晏 (市 、区 )建好1-2所 晏紋医院.各 区要在2019
年6月 底前完成医院筆対全覆蓋工作,答打部扶い■,丼扱市ユ生健康
委各案1毎 月上扱工作邊展情尻。

各区人 民政府
市工生健康委
各前方指拝部

6月 底前完成
医院筆対全
覆圭lll快 答
汀工作ぅ帝
扶工作仝年
持須推蛯。

重点カロ張貪困
晏村象工生室
服弁能力建投

各区接照市委市政府己姪硫定的対日支援美系1根据受援地区カロ張村
工生室服券能力定投需求,答打帝扶跡洪。週址培〕1医 ″人員,提升
管理水平和服弁能力,助力解決貪困声就近就医准題,助力受援地区
オ1象工生室提桜升級。各区与受援地区要在2019年 6月 底前答iT常 扶 llp、

iえ ,丼報市工生健康委各案。市工生健康委建立常扶工 fF月 扱制度 ,

丼倣好技木指早与監督.

各区人民政府
市工生健康委
各前方指拝部

6月 底前完成
紡、波答河ェ

作,T扶工

作全年持袋
推逃

健仝近程医庁

服券同絡 市工生健康委
各区人民政府
各前方指拝部

持象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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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天津市 2019年“万住精万村"精准扶貧

行功方案

力汰真学可貫御コ近平′きギt已 美子扶貪工作的系夕1重 要奇

述,特男1是 在参か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洪廿粛代表日常袂叶的

重要琲活精神,全面落実 《中共中央国弁院美子打鼠脱貪攻堅哉

三年行功的指早意見》,接照市委、市IEX府美子扶貪lll作和対口支

援工作的部署要求,現就“万企神万村"仝覆蓋寺項工作+1定数口下

工作方案。

一、指尋思想

以可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力指早,全面貫御落

実刀近平恙ギt己扶貧工作的系rll重 要沿述,深入学コヨ近平恙牟

t己 分“万企稲万村"行功中受表彰的企立家イ11的 回信
～

刀近千恙ギ

t己在主持召升民菅企立座淡会叶的重要併活精神,落共市委市IEX

府“升象か力、多晨仝覆益、有限元限相錆合"的統一部署,村牢“四

小意沢",墜定“四今自信",倣至1“両今象伊",31早我市企立家堅

持“文不1兼版・以又力先"的 光彩精神,実現精准扶貪。杏力推辻我

市末西部扶貪lll作和対口支援工作,助推貧困地区的貪困群A早

口脱貪,力 仝面建成小康社会貢献力量。

二、目林要求

姐鉄各炎企立均受援地区貪困村以答釣結対、村企共建力主

要形式建立箸対神扶美系,神 助定楷立十貧困人口脱貪,碗保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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粛、河北承徳 1462今深度介困村 (其 中廿粛省 1417今 ,河北省

承徳地区45今 )錆対神扶全覆益。

三、評扶途径

1.声 立扶貪一 ミ辻投資共亦企立,升友筆対村的資源,提高

生声力、提升附カロ値,帯 功貪困村姪済友展;

2.消 費扶貧― 友拝企立的市場升拓能力以及渠道和信息仇

勢,生こ辻釆胸、代硝、委托加工、水企宣週キ等形式,響 助笙対

村対接外部市場,硝告特色声品,帯 功水片増1丈 ;

3.就立扶貪一 釆取多紳形式,通辻本企立或上下洋企立力錆

対村提供就上開位,か大培ツ|力 度,提高就Jヒ廣量,増 張労功カ

的可持須就立能力;

4.智力扶貪一 借助人オ仇勢汗晨智力却扶,向 結対村群A教
授実用技木,希 助筆対村群A更新生声生活規念,提高生声技能

和生活度量;

5。 民生頷域扶貪一 適辻捐款捐物、助学、助老、助戎、助医

等形式,改善錆対村群A的 生庁生活条件。

四、任努分工

1./1X市 対口却扶的 1462企深度介困村任外分解情汎女口下:河

西区159今、和平区 159今、南升区129今 、河末区 14今 、河

北区64今、漠海新区78今 、西青区132今、津南区 140今 、北

辰区14今、末雨区84今、宝氏区73今、静海区80今、封州区

108企 、武清区228今。

2.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水委、市国資委、市合作交流か、

市恙工会、囲市委、市タヨ咲、市工商咲、市慈善協会与任外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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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今区対接,完成不少子 10今村的錆対任券,均 各区共同落

実村企結対仝覆蓋。

各市属単位-5~各 区対接美系力:

市工信局一西青区;市科技局―末雨区;市水委一津南区;

市国資委一和平区;市合作交流力ヽ一武清区;市′こ工会―南升区;

困市委―苛州区;市女ヨ咲―漠海新区:市工商咲―河西区;市慈

善lll会一宝氏区。

3.笙析区、河末区,各逃派一名千部至1寺項工作頷早小姐亦

/AR室 負責日常工作。

五、狙鉄机杓

成立“万企希万村"寺項工作頷早小俎,久 責此項工作的俎鉄

指早、筑等lll凋 、督促栓査、姪雅交流、宣告推声、考核詮1文 。

市委常委、市委筑哉部部K糞国張同志力俎K,市工信局、市科

技局、市水委、市国資委、市合作交流力、、市恙工会、困市委、

市タヨ咲、市工商咲、市慈善lll会 、各区委、各前方工作机杓主要

久責同志力成長。小俎亦公室没在市工商咲,亦公室主任山市委

銃哉部冨1部長、市工商咲党俎事t已 三高同志担任,副 主任山市エ

商咲党姐成長、日1主席郎件同恙
～

市合作交流亦副巡祝員張莉同

志担任,共同負責頷早小俎日常lll瀾 服弁工作。在亦公室成立朱

合跡週姐、数据信息俎,各明衝一名寺人免責。

六、工作要求

1,要逃一歩提高政治堆位,充分決沢脱貪攻堅工作的重要性

和祭迫性,主功担当作力,圧 実責任,碗保工作任弁按期完成。

2.充分友拝我市媒体平合作用,大力宣侍党頷早下的脱貪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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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哉取得的重大成須和当前我市末西部扶貪llr作

～
対口支援工作

面1臨 的形勢任券,功 員友功我市片大企立投身脱貪攻堅之中。

3.各 区負責姐須企立与深度貪困地区的対口神扶lll洪 的答

釣、1文集整理リヨ楷工作,井杵神扶内容、建楷立十声的秤扶信息

永入全国工商咲“万企秤万村"合 敗系銃、天津市末西部扶貧協作

不口対口支援信 `息管理系銃。

4.市 工商朕在倣好筑一協調工作的同叶,要 ,E′こ神扶企止在

結対村的投入情尻、規支1落実情汎利主要戌数,掌握企立的帯扶

投入和却扶対象的脱介邊度,lll助 成長単位引早企立在完成稲扶

跡洪答釣的同時,完成“万企神万村"信 息永入合敗系統。同時,

決真倣好信′息適扱、先辻人物事変、仇秀条例、典型姪治的リヨ幼

整理工作,倣好半年扱表和年度扱告工作。

5.寺項工作_al負 責lll凋 各前方工作机杓落共受援地建楷立十

貪困村、貪困声iiF如 情汎,提供当地支持企立友展的政策措施 ,

跡助企止完成神扶跡洪的答豹工作,守 助企止解決好稲扶ミ程中

的困准和需求,及叶友現恙結先辻典型井声た推片。

6.各成長単位要密切配合,か 張lll作 、横向咲功、形成合力 ,

要友拝各自仇勢,主管女責同志要帯共俎奴企立至1錆対村考察凋

研,未皓一銭,共同推功錯対稲扶任弁落至1実た。

7.対子工作中的奄1新思路、特色倣法、典型姪拾,要通辻信

定、、筒扱等形式及叶上扱,倣至1周 扱信息、月扱邊晨、半年扱,こ

錆汁支1.定立小姐例会十1度 ,毎季度召升一次寺項工作俎会洪;

毎月召升一次寺項工作俎力、公室会洪,チ取各成長単位工作迷晨

情尻,研究解決近至1的 1司 題,推功寺項ェ作各項任弁落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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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津市扶貧llr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頷早小姐亦公室 2019年 5月 16日 F「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