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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易县脱贫攻坚之路易县脱贫攻坚之路

这里山清水秀、天高气爽，这里物华天
宝、生态自然。易县是旅游大县，有世界文化
遗产清西陵、全国红色经典景区狼牙山、“太
行明珠”易水湖、京畿要塞紫荆关⋯⋯全县可
供开发的景点达200多处。

2015 年，易县在全省率先提出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但真正使易县旅游得到飞跃式
发展的是2016年的首届省旅发大会。全省
首届旅发大会让京西百渡休闲度假区声名
鹊起。一些全新业态的旅游景点和项目像
一颗颗璀璨绚丽的珍珠散落在青山绿水
间。恋乡太行水镇、养生岛康养小镇等一批
新业态项目精彩亮相，易县全域旅游发展水
平至少提前了10年。

开车行驶在 112 国道、241 省道，车窗
外飞速闪过的油葵、油菜、玫瑰如同一幅幅
青翠欲滴的油画。易县引导农民将大田作
物改种景观经济作物，实施廊道绿化美化工
程，交通干道变成了风景廊道，带动周边 10
个村、400 多户群众开办农家乐、特色产品
销售，实现旅游与脱贫的双赢。

有心的游客发现，到狼牙山旅游，除登
山之外，旅游项目日益丰富多彩。这里突破

旅游产业吃资源饭的传统格局，走出“靠山
吃山”的传统模式，在打造主景区的基础上，
着力做好“花”样文章，大力发展以观光体验
游为引领的多业态经营，先后建成并开放龙
门湖欢乐世界、沙滩浴场、冰雪世界三大娱
乐项目，打造了狼牙山万亩花卉产业，推出
了使狼牙山旅游真正步入山水相依、繁花似
锦新阶段。在旅游旺季，与园区内热闹相伴
的是，顺着道路绵延几公里远的各类购物、
小吃摊点，越来越多的群众搭上了旅游的致
富快车。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南望狼牙山、北靠清西陵、西傍易水湖，恋
乡·太行水镇用朴素的太行建筑、简约的太
行生活，讲述了一个都市人向往的乡情乡土
故事，点中了人们心中原始的恋乡情结，迅
速成为“爆款景区”。目前，恋乡·太行水镇
孵化回乡创业人员及团队 296 个，扶持农民
为主的个体工商户 176 个，其中扶持小镇范
围所在村农民为主的个体工商户 75 个，占
水镇店铺的40%。

易水湖景区2016年被水利部批准为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游客由 2012 年的不足 8

万人次猛增到 60 多万人次。景区的发展和
周边群众的发展拧到一股绳上。靠近易水
湖的金坡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了易
水湖特色饮食一条街，叫响了“渔家乐”乡村
旅游品牌。

乡村旅游成了贫困户增收的新支点。
全县共有 660 家农家乐和乡村旅馆，5100
名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再就业；5000 多名贫
困群众发展农副产品，打特色牌，唱旅游戏，
实现了稳步脱贫。

2017 年 10 月，易县县委书记杨义宝在
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电商扶贫行动”栏目，为
易县柿子代言。同年 11 月 11 日，该栏目公
布 100 个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电商销售总
数据，易县网络销售额 821.51 万元，排名第
十二。

今年以来，易县抓住创建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机遇，创新发展模

式，破解产销方式滞后、竞争力弱的瓶
颈，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目前，全县
已发展电商 2000 多家，年实现经济效益
1.2 亿元，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

为推动电商扶贫，易县高标准建设了县
级公共服务中心、县级仓储物流中心，开设
了京东中国特产易县馆、苏宁易购中华特色
易县馆、农交汇分中心、八方联采特色馆，包

装了易州印象、恋上玫瑰、易水山镇等
40 多个品牌。先后举办了易县

首届电商创业大赛、易县首届
电商年货节、中国保定互联

网文化节、电商助农“爱心
李”采摘、易县柿子采摘
节等活动。

电商扶贫与搬迁扶
贫、教育扶贫、生态扶

贫 、 社 会 保 障 兜 底 扶
贫、对接扶贫、金融扶

贫一起构筑起脱贫攻坚的
“保障网”。

2016 年开始，易县大龙华
中心小学的王晓燕老师多了一个

“活”——乡镇中心校扶贫“代办员”。
自此之后，她就没有了节假日，整日奔走

在学校、学生家和扶贫办之间。像王晓燕
一 样 ， 易 县 有 30 名 这 样 的 扶 贫 “ 代 办
员”。“我们在入户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
大学生没有享受到‘三免一助’政策，对
此我们主动摸清县外就读学生详细情况，
对未享受政策的县外就读学生施行资助政
策‘代办制’，由‘代办员’负责代建档立
卡贫困户到扶贫办等部门跑办手续，并联
系学校，促使其享受相应的资助政策。”易
县教育局党组成员石新民介绍说。

2017 年，该县 272 名县外就读学生在
扶贫“代办员”的帮助下，享受了相应的教育
扶贫政策，县外就读学生资助政策的落实大
大提升了贫困户的满意度。2018 年 11 月，
全省教育扶贫现场观摩暨业务培训会在易
县召开，教育代办制度及政策落实经验在全
省进行推广。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易县不断加大
住房、教育、医疗政策的宣传力度，做到

“扶贫政策应知、尽享、代办”，坚持从严
从实抓落实，做到政策到位赢民心。一是
教育扶贫抓持续。优化教育布局，改善办
学条件，深入落实“两免一补”、“三免一
助”、“雨露计划”、营养餐等教育扶贫政
策。二是危房改造保安全。到 2017 年底，
全县所有贫困户全部实现了住房安全率

100%。三是易地搬迁抓巩固。全县 88 户
228 人建档立卡搬迁户全部喜迁新居。四
是医疗救助求深入。全县 469 个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完成率 100%；推行医疗代办
服务机制，27 个乡镇卫生院、162 个贫困
村、3 家县级医疗机构开设医疗服务代办
窗口，畅通绿色通道，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 100%。五是政策兜
底有保障。严格落实两线有效衔接，做到
动态调整下的应保尽保，兜住贫困人口民
生底线。六是饮水安全有保障。进一步加
强贫困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水
利扶贫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达到贫困户饮
水安全率 100%的目标。七是交通扶贫取
得新进展。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5361 万元，
对 61 个贫困村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改善
提升。2018 年 7 月 7 日，国家交通运输
部、国务院扶贫办在易县举办了交通扶贫

“四好”公路建设现场会，易县被评为“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20182018年年99月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易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易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结束了多年贫困县的历史结束了多年贫困县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易县是千年古县易县是千年古县，，有有““风萧萧兮易水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士慷慨的壮士慷慨；；易县是革命老区易县是革命老区，，有广为传唱的狼牙山五有广为传唱的狼牙山五

壮士的英雄赞歌壮士的英雄赞歌。。如今如今，，铿锵的改革发展脚步让古老的易州大地迈进梦想的春天铿锵的改革发展脚步让古老的易州大地迈进梦想的春天。。

因地制宜，不留空白，产业扶贫显神威

多点发力，统筹推进，编织网络添保障

景区带动，业态多元，全域旅游结硕果

易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太行山北端东
麓，总面积 2534 平方公里，辖 28 个乡镇

（处）、469个行政村，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称。2011 年易县被列入国家“燕山—太行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2年被河北省列

入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
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扶贫产业，科学精准

地富民增收？易县将培育富民产业作为脱
贫攻坚的核心之举，走出了一条从扶贫切
入、从产业走出的特色产业扶贫之路——

本着“扶贫抓产
业、产业抓片区、片
区育龙头、龙头带基
地、基地连农户”的
思 路 ，易 县 构 建 起

“878”（八大产业片
区、七种模式、八大
主导产业）产业发展
格局，让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群众靠产业
带动脱贫致富，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群众
则靠资产收益平台
保障收入稳定。

发展扶贫产业，科学谋划是前提。易县
请来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院校专
家，走乡串户，反复论证，根据各乡镇贫困群
众生产习惯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确立了白
马经济观赏型花卉及特色种植产业片区，白
沙河流域优质苹果、梨及经济观赏型花卉产
业片区，狼牙山红色旅游及绿色林果产业片
区等 8 大产业片区，形成了多点支撑、长短
结合、多层覆盖的扶贫产业格局。

8个片区不贪大求全，避免了同质化，贫
困群众能接受、能干好、能致富。目前，易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户户都有增收项目，脱贫户产业
收入占贫困户收入37%，就业收入占5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抱着金饭碗
不能吃糊涂饭！”易县发展扶贫产业思路十
分明确：要搞绿色产业、富民产业，坚决不能
搞污染产业——旅游、林果、养殖、种植、花
卉苗木、光伏、电商、家庭手工业成为易县重
点扶持的八大产业。

坡仓乡桑岗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四面
群山环绕，离县城 68 公里，仅有一条道路
与外界相通。村里全是山坡地，成块连片
少，分散地块多，发展林果业、养殖业、
种植业都形不成规模，很难被纳入 8 个产
业片区。“要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产业
扶贫不能留空白！”2010 年，易县扶贫办
创新扶贫路径，与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
合作，在全国率先启动“巢状市场+扶
贫”模式，将村民分散的农产品集中起
来，定期卖到北京客户手中。

摆在当地集市上都卖不动的农产品卖
出了高价，桑岗村在家留守的劳动力全都有
了财路。2017 年，易县投入 70 万元扶贫资
金，为桑岗村巢状市场购置了烘干机和冷藏
运输车，建了烘干房和屠宰房。目前，桑岗
村已在北京建立了 8 个固定配送点，在保定
建立了 1 个固定配送点，市场规模越来越
大。目前，巢状市场已从桑岗村辐射到周边
6个乡镇22个贫困村，直接带动800个贫困
户 2000 多人实现增收，人均增收 1000 元。

“巢状市场+扶贫”典型经验在人民日报刊
登，该模式作为产业扶贫典型被推广。

一年育产业，两年见成效，三年摘穷
帽，四年抓提高，五年奔小康。这是
2016 年易县规划的“五步走”脱贫路线
图。如今，脱贫摘帽的目标已然实现。

脱贫任务重。易县通过抓重点、破
难点、强造血、啃骨头，用活用好“指挥
棒”，念好“致富经”，编织“保障网”，打造

“硬支撑”，激发“内生力”，扎扎实实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2017年底，易县圆满完
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目标，贫困发生率
降 至 0.82% ，低 于 2% 的 退 出 指 标 。
2018 年，全县 906 户 1559 人实现稳定
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47%，圆满完
成了年度减贫任务，各项扶贫脱贫工作
取得了新成效。数字是扎实的，贫困群
众的获得感也是满满的。

久久为功，易县打赢了这场扶贫攻
坚战。在省政府宣布易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的第二天一早，易县就召开扶贫领导
小组会议，部署“脱贫不脱政策”的要
求。“尽管摘了帽，仍然不能松劲儿，更不
能懈怠，要始终保持攻坚态势。”易县扶
贫办主任王志强说，刚脱贫的群众家底
儿还不厚实，带动群众致富的任务仍然
艰巨，脱贫攻坚仍旧在路上。

从抓脱贫退出后续巩固着手，易县
制定了《易县贫困退出扶贫产业巩固提
升发展规划》《易县脱贫攻坚后续帮扶及
巩固提升规划》等；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建立 10 项脱贫巩固提升机制，12
个县直部门制定了后续扶持政策。“巩固
脱贫成果，决战同步小康”，成为易县的
共识。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起点、新征
程。在易县的秀美山川，在希望的田野
上，梦想仍旧需要编织，未来仍旧需要追
逐。

巩固成果，决战
小康，攻坚永远

在路上

巢状市场扶贫巢状市场扶贫

花卉产业花卉产业

太行水镇太行水镇

清西陵凤凰台村农家游清西陵凤凰台村农家游

危房改造户喜迁新居危房改造户喜迁新居

文艺扶贫下乡演出活动文艺扶贫下乡演出活动
电商扶贫电商扶贫

林果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