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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扶贫开发历程

贫困是当今世界人们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国家，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深切关怀银川地区贫困群

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银川市委、政

府在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扶贫

开发，谱写了一曲山川共济、扶贫攻坚奔小康的壮丽篇章。2011

年银川市扶贫办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扶贫开发先

进集体。

一、发展历程

从 1982 年到 2013 年，银川市扶贫开发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定点扶贫阶段；第二是移民吊庄扶贫开发阶段；第三是生

态移民阶段。

（一）定点扶贫阶段（1982～2000 年）

银川市经济比较发达，贫困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但是，由于

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差异，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存在贫困

地区和贫困户。据银川市扶贫工作的特点，这一阶段扶贫工作可

分两个时期。

民政扶贫时期（1982～1984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推行了生产责任制，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农民很快发展起

来，但是还有一部分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仍然还存在着困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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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78 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发出的“规划扶贫是帮助困

难户改变贫困面貌的正确途径，各级民政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单

位做好这一工作”的号召，1982 年银川市正式启动扶贫工作，并

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贺兰县、永宁县和郊区将扶贫工作正

式列入民政日常工作。当时两县一区共有贫困户 4898 户。其中，

永宁县有贫困户 1950 户，当年扶持 213 户，发放扶贫资金 2.6

万元，用于购买牲畜、农具、肥料等，年底脱贫 137 户，占扶贫

户的 65％。贺兰县在通义乡进行扶贫试点的基础上，组织全县 11

个乡镇农牧场 81 个村 900 多个生产合作社开展扶贫工作，各乡、

村都建立了领导小组和扶贫组。评议审定了 1751 户 7973 人为贫

困户，有扶持能力的 1385 户 6258 人，确定了 561 户扶贫对象。

由于经验不足，措施不力，年底只脱贫 70 户，占扶贫户的 12％。

1984年永宁县确定扶贫户220户 1062人，安排扶贫款 2.64万元，

扶贫专项化肥 750 吨，年底脱贫 99 户 495 人，占扶贫户的 45％。

贺兰县吸取1983年扶贫工作的教训，确定重点贫困户272人 1375

人，采取包户和党员、团员、干部建立联系户等多种措施，年底

有 114 户 596 人脱贫，脱贫户占扶贫总户数的 42％。郊区有贫困

户 1197 户 6050 人，投入扶贫资金 47 万元，经过几年的努力，脱

贫 680 户 3458 人。1982～1985 年，共扶持两县一区农村贫困户

3258 户 15196 人，投入扶贫资金 80.3 万元。通过扶持，有 1370

户脱贫，占扶持户的 42％。尚未脱贫的扶持户生产生活也都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

定点扶贫时期（1985～2000 年）。这一时期银川市扶贫工作

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帮扶银川地区贫困村（户）脱贫，二是移

民吊庄和定点南部山区包村扶贫。

1、银川地区包村（户）扶贫。根据 1984 年底全区“双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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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精神，银川市政府转发市民政局《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

国发[1985]65 号文件精神的报告》，对全市扶贫工作重新做了安

排，从扶持方法和资金使用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是领导重视，

统一认识，建立健全组织；二是发挥集体力量，集中资金，从养

鱼、办商店、磨豆腐、种菜、养猪等方面重点扶持；三是广开门

路，从多种经营人手，调整种植结构，帮助贫困户发展商品生产；

四是社会各方面和各有关部门给予大力配合；五是开办柳编厂、

地毯加工厂、塑料厂、面粉加工厂等扶贫经济实体。这些扶持措

施，使贫困产家庭经济出现了活力，增加了收入。1985 年银川市

两县一区共有贫困户2514户12207人，共用扶贫资金50.12万元，

其中民政事业费 19.12 万元，贴息贷款 31 万元，计划扶持 1048

户 5060 人，当年扶贫重点户大部分脱贫。截至 1985 年底，银川

市共有贫困人口占银川地区农业人口总数的 14％，人均收入在

250 元以下的贫困户 7500 多户，约占总农户的 10％左右（摘自《市

委书记李殿堂同志在全市扶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银办发

[1986]49 号）、银川市委卷宗 A217 卷第 87 页）。

银川市市级机关的扶贫：工作是从 1986 年开始的。为了切实

做好扶贫工作，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银川市提出了“银

川地区在两至三年内使所有贫困户基本脱贫”的目标。市委成立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扶贫工作。派出市直机关 47

名干部组成 7 个乡村蹲点工作组，进驻“三乡四村”（即贺兰县

通义乡、永宁县通桥乡、效区通贵乡和郊区的塔桥村、永南村、

同庄村、新渠稍村），实行“部门承包、目标管理、三年脱贫”

的责任制。两县一区党政领导和乡村的党员干部对贫困户也实行

扶贫包户责任制。扶贫工作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扶志扶

本”、多办实事的原则，把重点放在政策扶持、科技扶持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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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扶上，变输血为造血，逐步增强自身脱贫能力。从改善生产条

件，启动内部活力，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发展商品生

产，发展乡镇企业人手，解决了贫困乡村许多具体困难和问题。

1986 年全市共投入扶贫救济金 68.82 万元。其中贺兰县投放 24.2

万元，永宁县投放 19.26 万元，郊区投放 25.36 万元。重点扶持

贫困户 1198 户，年底实际脱贫 945 户，占当年扶持户的 78％。

郊区红花乡 12 户有脱贫能力的完全脱贫，成为银川地区第一个脱

贫乡。

从 1986 年开始，银川市对贫困户免征农业税三年，取消贫困

户义务工，减免贫困户统筹费，免去贫困户子女入学的学杂费。

并将移民安置与扶贫开发、吊庄安置相互结合，同步进行。

1987 年银川市又抽调 20 名干部组成了第二批扶贫工作组，

替换了第一批工作组。建立了县乡村 3 级扶贫领导小组 338 个，

均有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正、副组长。参加扶贫工作的

党员干部和农村专业户 1806 人。其中，市扶贫工作组 60 人，县

乡干部 382 人。投入扶贫资金 33.3 万元，重点扶持 949 户。在扶

贫过程中，坚持扶贫扶志扶本，变单纯救济钱物为帮助搞经济开

发，坚持扶贫与精神文明建设、兴办乡镇企业、发展文教福利相

结合的方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当年脱贫了 685 户，有的

跨入了致富行列。截至 1987 年底，银川市直部门为贫困地区筹集

资金 22 万元，衣物 2 万多件，粮票 15000 多斤，完成扶贫项目

110 项。通过扶贫，银川地区贫困户经济收入显著提高，贫困发

生率明显下降。人均收入已由 1985 年的 380 元上升到 1987 年的

459 元，增长 20％。所辖 14 个乡镇也基本完成了脱贫的任务。

1988 年 2 月，银川市委、政府召开全市扶贫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鉴于以乡村划分贫困地区已经不存在，但贫困户依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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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1988 年银川市把扶贫的重点放在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采

取部门包户、县区安排、领导负责、限期脱贫的办法。要求摸清

底子、明确对象；制定规划、明确责任；从实际出发、因户因人

制宜；强化商品意识、发展商品经济。并向两县一区投入扶贫资

金 36.2 万元，重点扶持 728 户，年终脱贫 544 户，占扶贫户的

74.7％。截至 1989 年底，银川市尚有贫困户 1370 户。从总的情

况看，有脱贫能力的贫困户经过几年扶贫，大多数已经脱贫致富，

没有脱贫的则多属于五保户和社救定补人员。各乡镇成立救灾扶

贫管委会，通过养老保险，切实保障农村社救户的基本生活。

2、移民吊庄和定点南部山区包村扶贫。1983 年中央实施“三

西”农业建设，国务院决定每年安排 2 亿元作为“三西”地区农

业建设补助资金，帮助进行开发性建设，用 10～20 年时间重点解

决这一地区贫困面貌。提出了“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

路都走不通另找出路”的建设方针和“兴河西、河套之利，济中

部、西海固之贫”的扶贫开发战略。自治区政府从宁夏的实际出

发，将生活在西海固干旱高寒山区的部分绝对贫困人口搬迁到引

黄、扬黄灌区，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解决温

饱问题，脱贫致富。由此，银川地区开启了移民吊庄扶贫开发的

新征程。

1983 年 7 月，自治区确定了首批吊庄移民县及其迁入开发区

区址。当年银川市芦草洼移民吊庄开工建设。1984 年贺兰县南梁

台子吊庄、1986 年陶乐县月牙湖吊庄、1988 年灵武县狼皮子梁吊

庄亦相继开工。199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永宁县建设闽宁村

与玉海扶贫经济开发区，1995 年 9 月在银川新城区镇北堡正式启

动建设宁夏华西村综合扶贫试验区，1996 年 7 月根据闽宁对口协

作会议第二次会议精神，决定在永宁县黄羊滩兴建“闽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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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永宁县、灵武市、贺兰县分别在金沙乡、五里坡乡金

南村自行安排移民吊庄，进行开发性生产，并经自治区认可享受

移民吊庄政策。1994 年 3 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

灵武市 15 个乡镇被列入。

在移民吊庄开发初期，实行由原前自治区农建委直管、迁出

县管理为主的方式进行管理。

20 世纪末，党中央提出“不把贫困带进 21 世纪”。这是一

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决策。银川市委、政府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统一安排部署，制定了《关于从两个城区、市直机关抽调干部

到南部山区开展包村扶贫和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从全市抽调

90 名干部组成 46 个工作队，包扶西吉、泾源、海原等县的 7 个

乡 46 个贫困村。实行“不脱贫不脱钩，一把手负责制”。在定点

帮扶中，坚持“全面扶持、重点突破、分类指导、各具特色”，

重点抓好村级党组织建设、坡改梯、旱改水、窑水灌溉、推广科

学种田、发展农副产品、劳务输出、基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

至 1997 年底，银川市共为包扶村筹措资金 287.74 万元，在改善

包扶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党员教育和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当地群

众发展家庭养殖业、加工业以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等方面解

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银川市委办公厅、市总工会、市计委三部门

所包扶的西吉县火石寨乡石洼村属于全乡重点贫困村之一，贫困

户占村民总数的 60％。工作组进队后，建立了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签订了责任书，集筹资金 11.5 万元，捐衣服 500 多件，面粉 30

袋，新建 67 平方米的党员活动室，购置一台大马力新型推土机，

及时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西吉县火石寨乡

罗庄村是市农业局、人事局和市科协三部门定点包扶对象，包扶

干部进队后开展调查研究，结合该村实际，确立了扶贫重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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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扶贫计划，并积极帮助解决困难，援助了种子、化肥、课桌，

购买一台榨油机，建立起了村办加工厂。当年该队人均收入就达

到了 500 元左右，初步达到了脱贫的要求。

从 1999 年 9 月 1 日起，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县外移民吊庄正

式开始 向迁入地移交。是年 12 月，银川市制定了《银川市移民

吊庄交接工作实施意见》，成立市移民吊庄移交属地管理领导小

组，开始承接属地移民吊庄。当时银川市辖区内有移民吊庄五处。

即位于银川市平吉堡农场以南、包兰铁路东西两侧地跨银川郊区

和永宁县的泾源县芦草洼吊庄；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吉县玉泉营

移民开发区；位于西干渠东侧、玉泉营农场东大滩的海原县玉泉

营吊庄；位于自治区农垦局南梁农场东侧贺兰县南梁台子农场西

侧的海原县南梁台子吊庄；位于镇北堡林草试验场的宁夏华西村。

总面积约 22.06 万亩，其中配套耕地约 11.46 万亩。移民总人口

10692 户 54671 人。2000 年全部交接完毕。

2001 年 12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将县际吊庄改为属地市

县的乡、 镇建制。芦草洼开发区改为银川市郊区兴泾镇和兴源

乡，宁夏华西村与原镇北堡林草场合并建为银川市郊镇北堡镇，

闽宁村改为永宁县闽宁镇，狼皮子梁吊庄改为灵武市狼皮子梁乡，

月牙湖乡改为陶乐县月牙湖乡。

2002 年自治区进行区划调整，灵武市划归银川市代管，2004

年陶乐县撤县，所属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管理。截至 2004

年 2 月，银川市共有移民吊庄点 10 处，分别是：兴庆区的月牙湖

乡、金风区的兴源乡（良田镇）、西夏区的兴泾镇和华西村（芦

花镇）、贺兰县的南梁台子和金南村（洪广镇）永宁县的闽宁镇

（含原闽宁村扶贫经济开发区、玉海扶贫开发区）、金沙乡（胜

利乡）、灵武市的狼皮子梁（郝家桥镇）、五里坡（白土岗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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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10 个乡镇 61 个行政村。

另外，南梁农场两个移民村是自治区发改委按照自治区政府

《关于实施国家易地扶贫移民开发试点项目的意见》文件要求，

在 2002 年至 2006 年间分两批安置六盘山水源涵养林区和水库淹

没区生态移民 403 户 1814 人，两移民村都成立了村委会，村民的

生产生活已纳人到农场的各项管理当中。

近 20 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大

力关心和支持下，经过移民地区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努力，银

川市移民吊庄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和社会

有了很大的发展。移民吊庄地区占地面积为 767.12 平方公里，占

全市土地总面积 7593 平方公里的 10.1％，开发土地 275750 亩，

占全市耕地 2126505 亩的 13％，安置移民 22467 户 111544 人，

占全市农业人口 61.9 万人的 18％，移民人均纯收人达 1203 元，

占全市农民人均收人 3048 元的 39％。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吊庄移民点大多是建立在沿黄边缘荒漠地带，风沙大，水土流失

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生产条件差。解决移民吊庄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移民吊庄扶贫开发阶段（2001～2010 年）

移民吊庄划归属地管理，揭开了银川市移民吊庄扶贫开发的

新篇章，标志着银川市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4 年，银川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开发办公室成立。

当时，银川市共有贫困人口 18 万人（包括 1l 万吊庄移民和享受

低保的 7 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呈“三元结构’，城市人均收

入 7000 多元，川区农民人均收入 3000 元，移民吊庄人均收入只

有 1200 多元。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银川市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

展。银川市委、政府决定把移民吊庄扶贫开发工作和帮助城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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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居民的扶贫工作作为关系到“大银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大事，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来抓。是年 5 月，银川市委、政府召

开全市扶贫工作会议，对全市移民吊庄扶贫开发工作做了全面部

署和安排。印发《关于加强移民吊庄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确立了“扶贫开发工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综合治理，全面发展和开发扶贫的方针”。这是一个指

导银川市扶贫开发的重要文件，对于全市扶贫开发工作意义重大。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银川市移民吊庄扶贫开发工作，

吊庄划归属地管理时提出“移民吊庄移交属地管理后，延续 5 年

移民吊庄扶贫政策”。2004 年又决定将银川市 10 个移民吊庄点

的扶贫优惠政策延续到 2010 年。

从 2004 年起，银川市取消移民吊庄行政村的农业税。各县

（市）区都建立了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制定了移民吊庄《2006—

2010 年扶贫开发规划》。同时，根据《银川市万户扶贫项目入户

工程实施意见》，形成了《银川市移民吊庄小额信贷扶贫实施意

见》，推行“绿色信用贷款证”和扶贫到户的小额贴息信贷。按

照《银川市关于做好清理和规范移民地区户籍、土地承包关系、

宅基地和房屋建设工作的意见》，进行了清理户籍、清理土地承

包关系、清理宅基地和房屋，建立规范管理机制的“三清理一规

范”工作。开展了“贫困户建档立卡”和移民吊庄村人均收入监

测抽样调查网点工作。

为了进一步明确责任，市委办公厅印发了《落实中共银川市

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移民吊庄扶贫开发意见的主要目标责任

制》《关于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贫困户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的通知》。在对口帮扶工作中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实行

“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定时间、定任务，不脱贫、不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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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116 个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 10 个移民乡镇的 61

个行政村和西吉、海原两县 30 个贫困村。2006 年银川市委召开

全市扶贫工作会议，会议表彰扶贫工作先进集体、对口帮扶先进

单位、劳务输出带头人和扶贫开发特殊贡献者。并对帮扶单位进

行了调整，确定 51 个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 10 个移民

乡镇的 46 个行政村；29 个单位定点帮扶西吉县的 17 个贫困村；

36 个单位参与全市开展的城乡结对手拉手、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活动，结对帮扶 55 个村。2004～2010 年先后与 293 个行政村（其

中西吉县 17 个，海原县 5 个）建立了结对共建帮扶工作机制，广

泛深入地开展了“定点帮扶”“城乡共建、对口帮扶” “非公

有制企业、协会、个人参与扶贫开发”“百企帮百村光彩工程”

“党建月结对帮扶一日行”“民族团结月”“结对帮扶、送科技

下乡”“送课下乡”等活动。有 82 家企业参与到 70 个贫困村的

新农村建设工作当中，分别签订了《共建新农村对口帮扶协议书》，

项目总投资达 5800 万元；先后得到中国健康工程引发基金会、中

燃远邦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惠明慈善基金、宁夏友好爱

心协会（沙特）、中国美协等无偿援助。截至 2010 年底，各帮扶

单位及社会各界直接向贫困地区投入帮扶资金和物资达 2255.68

万元。其中单位投入资金 1129.61 万元，个人捐款 24.14 万元，

发挥部门优势争取各类项目资金 1101.93 万元。捐助衣物 50752

件、图书 29301 册，捐赠米面共计 136.562 吨、食油 5328 公斤。

共修路 43 条 208.1 公里，修渠 8 条 4250 米，修生产桥 9 座，捐

赠羊 2063 只、牛 3644 头。捐赠计算机 93 台、打印机 8 台、电视

机 6 台、复印与速印机 4 台、铡草机 20 台、扬场机 4 台、脱粒机

3 台、柴油抽水机 3 台。举办各类培训班、义诊看病 67 场次。

这一时期，银川市对移民地区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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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区、市、县三级政府共投入 1107 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

持移民地区群众发展小规模养殖、建设温棚和发展设施蔬菜、菌

草、无籽西瓜等入户项目；2006 年移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 13.16

万亩，较 2005 年减少 1 万亩，经济作物及经果林 8 万余亩，较

2005 年增加近 2 万亩。2007 年争取香港钟惠明先生捐资 30 万元，

市政府配套 100 余万元在良田、兴泾镇开展黄牛循环养殖项目试

点。重点扶持了设施园艺、肉牛养殖、菌草、长枣、枸杞、酿酒

葡萄等优势特色产业。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在移民地区累计投

入产业发展资金 6700 万元，累计建设设施园艺 1.2 万亩，发展酿

酒葡萄近 2 万亩，其他经果林 1.3 万亩，种草 1.6 万亩，黄牛存

栏 3.5 万头，羊只存栏 7.2 万只。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实施了移民乡镇支斗渠砌护、

扬水泵站改造、排水、防洪、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退耕还

林（草）、人畜改水工程、农电网改造、乡村公路、中小学校、

卫生院（室）、村部、文化活动室、供电站所、“一池三改国债

项目”和“危房改造项目”等基础工程建设项目。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在移民地区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 40 所，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到了 98％以上，完成了兴源卫生院、闽宁卫生院等一批

建设项目，累计修建村级公路 20 条 80 余公里，砌护渠道 50 条

75 公里，改造扬水泵站 8 座，开发农田 2 万余亩，改造中低产田

6 万余亩，使农田水利灌排系统逐步相连成网。

不断强化劳动力转移培训，依托自治区“百万农民培训工程”

和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先后举办了

多种层次和类型的科技、文化、技术培训；移民村和后进村村委

会主任、劳务输出、劳务中介机构经纪人、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等。

启动实施了《惠明扶贫技能培训项目》中长期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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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招标确定银川一职、宁夏穆斯林职业技能学校等 6 所职

业学院为银川市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基地，开设 15 个专业 30 个

教学班，主要专业有烹饪、电子、电焊、汽修、市场营销、服装

加工、物流管理、羊绒纺织、生物工艺、机电技术和阿拉伯语贸

易人才等，培训时间为 6～12 个月。截至 2010 年，累计培训人员

达 1.6 万人次，其中劳动力中长期职业技能培训 5000 余人，结业

就业率达 80.9％～100％。

采取对劳务输出户、劳务中介机构、劳务经纪人奖励等办法，

鼓励劳务输出。组织实施毗邻地区各扶贫办签署扶贫劳务合作框

架协议。市扶贫办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建立银川市劳务输出扶贫

信息服务网页。市劳动局在扶贫点设立了“劳务输出工作站”。

截至 2010 年底，完成劳务移民安居保障工程 2 万平方米（约 666

套），安置 2664 人，新建、改建、续建项目共 5 个。累计发展劳

务中介服务组织 32 个，培育劳务经纪人 250 多名。年均组织劳务

输出 2 万余人次，人均月工资收入达 1600 元，年均创收 1.5 亿元，

累计转移输出劳动力 12.24 万人，劳务输出收入达 4.95 亿元。

实施“少生快富”工程。2004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在银

川移民地区开展“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工作。银川市委、政府出

台了“少生快富”工程配套政策，对自愿少生一个孩子、生育两

个女孩并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育龄夫妇，分别给予 3000 元、

2000 元、1000 元的奖励。2005 年进一步采取措施，对独生子女

户、双女户在享受自治区“少生快富”工程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每年再给予 300 元的奖励，生育两个孩子并实施绝育手术，给予

1000 元的营养补助，有效地推动了银川市移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

作。至 2007 年移民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6‰，计划生育率

达到 93％，人口素质明显提高。2008 年，将“少生快富”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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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户优先优惠扶持纳入到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和扶贫开发整村推

进工作中，建立“少生快富”长效机制。

实施“整村推进”战略。2008 年银川市下发《2008 年“整村

推进”扶贫工程实施方案》，整村推进扶贫工程全面启动。先后

在西夏区兴盛村等 6 个行政村开展了整村推进试点项目，整合各

类资金 2200 万元，重点实施了肉牛养殖、设施园艺、经果林、庭

院经济、小型水利、医疗站所、村庄道路、科技培训等 9 类 15

个项目的建设。2009 年结合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在 15 个中心

村整合各类资源，以特色优势产业开发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

财力，进行综合扶持。闽宁镇以区、市现场办公会议为契机，开

展扶贫开发整乡推进，撬动整合各类资金 2138 万元。通过整村推

进工程，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人均收人大幅度增加，可持续发

展能力显著增强。

互助合作资金项目成效斐然。2007 年自治区扶贫办和财政厅

在银川 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新华村和永宁县闽宁镇木兰村启动实

施贫困村村级发 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2008 年 3 月，银川市移

民地区首个贫困村----西夏区镇北堡镇新华村发展互助资金管理

委员会挂牌成立。2009 年 4 月，千村“互助资金”扶贫工程在银

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启动，良田镇 7 个贫困村全部纳入试点范围，

成为全区推广“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的第一家。28 个

试点村全部按照规定成立了互助资金组织。截至 2009 年 10 月底，

全市 6 个县（市、区）的 10 个移民地区乡镇（管委会）中有 37

个试点村开展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合作资金项目试点。为了加

快推进村级互助资金模式，2010 年银川市委、政府在《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力争将剩余的 23 个移民村

全部纳入发展范围”，进一步推动了银川市互助合作资金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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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010 年底已有 47 个行政村实施互助资金项目，占移民村的

80％左右。参与互助资金的农户 6298 户，农户覆盖率 36.8％。

运行的资金总量为 1895 万元，其中区市两级共投入资金 1110 万

元，农户入股资金 760.65 万元，组织部扶持和企业捐助资金 25

万元。由于银川市扶贫办在组织实施互助资金项目走在了全区的

前列，荣获自治区扶贫开发村级互助资金先进集体。

属地管理 10 年来，银川市移民吊庄地区的经济社会有很大的

发展， 无论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主导产业、农民收人、居

住条件，还是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前两年实

现了移民人均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和贫困人口减少3／4的指标，

为同步进入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生态移民阶段(2011～2013 年)

“十一五”伊始，宁夏还有 35 万扶贫人口生活在不适宜居住、

不适宜发展的地方。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用 5 年的时间，通过

生态移民让近 35 万西海固贫困群众搬迁安置到近水、沿路、靠城

等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再用 5 年时间发展致富，与全国同

步实现小康。银川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的“山里的问题

山外解决，山上的问题山下解决，面上的问题点线解决”的工作

思路，围绕“水源、生态、开发、特色、转移”五个重点，采取

有土安置为主、劳务安置为辅和集中安置与插花安置相结合的方

式安置来自彭阳县等中南部移民 17956 户 78000 人，约占自治区

总安置任务的 22.3％。其中：在兴庆区月牙湖乡安置移民 16800

人；在金风区所属乡村安置劳务移民 3000 人；在西夏区多形式安

置移民 3000 人；在灵武市安置移民 18400 人；在永宁县安置移民

17800 人；在贺兰县安置移民 19000 人。

2012 年 3 月，银川市委就移民问题召开了常委会议。会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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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扶贫开发工作直接关系到银川市建设‘两个最适宜’城市、

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关系全局、关乎民生的重点

工作”。要求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将做好扶

贫开发与“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如期

完成扶贫开发任务。并制定了《银川市扶持生态移民发展政策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快移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的意见》等政策，把银川市扶贫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确保生态移民“搬得下、稳得住、能致富”，各县（市、

区）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按照“基础设施先行、

产业规划跟进、社区服务配套”的思路进行规划，把移民新村建

设与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发展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农田水利建设、

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强化生态移

民科技支撑，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科技培训、信息服务、新品

种新技术“四个全覆盖”科技工程。截至 2013 年底，银川市累计

完成投资 19.44 亿元，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

园，金风区良田镇和顺新村、泾龙村，西夏区镇北堡镇同阳村，

贺兰县洪广镇欣荣村，永宁县闽宁镇杨显村、原隆村、武河村，

灵武市郝家桥镇泾灵新村等8个生态移民安置点和11个劳务移民

安置点。累计建设移民住房 14817 套，其中，生态移民 11335 套、

劳务移民 3482 套，占总任务的 82.5％。累计搬迁移民 10523 户

45366 人，占总任务的 58.6％。实现了生态移民户均 54 平方米住

房、人均 1 亩水浇地、户均 1 栋温棚（或 1 头奶牛、或 1 个养殖

圈舍、或 1 亩长枣、或 1 亩酿酒葡萄）的安置方式。

所搬迁的劳务移民涉及南部山区 8 县 1 区 40 个乡镇 71 个行

政村 99 个自然村。为了切实做好劳务移民安置工作，积极做好劳

务移民输入输出地的对接工作，在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牵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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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下，银川市与固原市和当地政府开展了务工移民输出、输入地

对接活动，在政府、工业园区、企业、劳务中介市场等不同层面

建立两地的充分对接，形成劳务移民的长效机制。

率先在全区实施《生态移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灵武市狼皮

子梁泾灵新村建设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重点发展草编产业；在

金凤区良田镇和顺新村建设日光温室 700 余栋（1300 亩）、大中

型拱棚 500 栋（250 亩）；在西夏区建设 10 万只生态鸡养殖园区；

在月牙湖乡滨河家园规划建设占地 300 亩的农贸市场，建设商铺

200 户，免费提供摊点 300 个，重点吸纳妇女及 50～60 岁移民务

工创业就业；开展移民妇女“巧手创新业”系列手工制作培训，

发展妇女剪纸和刺绣、掇绣等产业。2013 年，市、县、区政府拿

出 1.52 多亿元建厂房，引进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4

亿元，在兴庆区月牙湖乡、永宁县闽宁镇、贺兰县洪广镇和灵武

市狼皮子梁 4 个生态移民安置区分别建设年产 100 万件、解决

5000 名劳动力就业的羊绒针织厂，使移民走出家门就可进工厂。

创新生态移民村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模式。制定银川市《关于

加强和创新生态移民村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意见》，建立“两委”

组织，率先在全区采用“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工作站，

率先组成“生态移民政策服务宣讲团”，深入移民村开展扶贫扶

智宣传教育活动。2012 年被自治区扶贫办授予扶贫信息宣传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在做好生态移民工作的同时，以吊庄移民乡镇为重点，整（乡）

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先后在金风区良田镇和永宁县闽宁镇等实

施“整乡推进”项目；在西夏区兴泾镇西干村、兴庆区月牙湖乡

塘南村等行政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制定了《银川市移民乡

镇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考核细则》。2011～2013 年，累计投资约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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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种植农作物 1 万亩、酿酒葡萄 1.84 万亩、青储玉米等饲草

3.45 万亩、淮山药 500 亩、露地蔬菜 6000 亩、经果林 1.64 万亩、

日光节能温室 2112 亩、移动棚 300 亩，扶持 1630 户贫困户发展

养殖业，新增肉牛奶牛 2836 头、养殖圈舍 919 座、奶牛养殖基地

2 个，新建新村庄绿化和防护林 1599 亩、植树 8 万余株、21 个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将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列为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率先在全

区大幅度提高农户入股和使用互助资金的额度。启动实施“千村

信贷·互助资金”，并按照 8：2 的配比模式，实施 50 个吊庄移

民行政村村级互助资金增资扩面和扩股工作。同时，开展农村低

保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及财政资金绩效考核工作。2012

年，银川市扶贫办再次被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互

助资金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强化社会帮扶机制。2011 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帮

扶移民村工作的实施意见》及《银川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定

点帮扶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市直各单位、部门对口帮

扶工作责任，细化了考核标准，建立了定点帮扶的长效机制。开

展了扶贫服务咨询、义诊、“统一战线示范基地”和“90 后在行

动”公益活动。2013 年社会各界累计帮扶资金及物折款合人民币

约 2735 万元。

2011～2013 年累计投资约 752 万元，对 16622 人进行中长期

技能培训、短期专业培训和农村生产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

户掌握 1～2 项生产技能。培训期满 100％就业，就业后平均月收

入达到 2500 元。完成劳务输出 8.5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近 10 亿

元。截至 2013 年底，银川市移民地区已成立劳务服务中介组织

54 个，培育劳务经纪人 350 多名，累计转移输出劳动力 20.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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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务输出收入约 14.95 亿元。市扶贫办被自治区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授予劳务移民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闽宁镇。2013 年 5 月，自治区党委书记

李建华到永宁县闽宁镇调研指出：“闽宁镇是福建省和宁夏对口

协作的重点项目和示范工程，也是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的重要安

置区。加快闽宁镇的发展，关系到两省区人民的友谊。要强化措

施，把闽宁镇建设得更好，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样板镇。”银川

市委、政府认真贯彻自治区领导的指示精神，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促进永宁县闽宁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意见》《关于印发<落实

促进闽宁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意见责任分工>的通知》《银川市落

实促进闽宁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意见责任分工的考核办法》《关

于贯彻落实李建华书记调研闽宁镇讲话精神责任分工的通知》。

争取区、市专项扶持资金 973 万，注入担保金 50 万元，撬动信用

社贷款 300 万元，推进闽宁镇“一城两园”、小城镇、新农村、

201 省道两侧综合改造、镇村道路、水利、环境、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养老等建设。先后引进福建成功酒业、福建亚通管

业、牧乐机械、瀛海编织袋厂、宝齐达科技、中粮长城葡萄酒（宁

夏）有限公司、宁夏德龙酒业、宁夏中银绒业、青岛昌盛日电太

阳能科技、宁夏壹泰牧业等企业。2013 年，全镇养牛农户 1950

户，肉牛存栏量 8500 头；种植酿酒葡萄 1600 余户 2.8 万亩，实

现移民转移就业 7717 人，转移就业收人 7147.5 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由 2012 年的 4685 元提高到 7120 元，增速达 52％，实现

了自治区提出的“一年达到全区平均收人的水平”。被自治区党

委、政府授予“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生态移民阶段是银川市扶贫攻坚克难、强力推进的重要阶段。

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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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但同时还存在新

搬迁生态移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移民增收难度较大、搬迁建设

任务重、资金缺口大、工程进度不平衡和社会管理亟待创新等问

题和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大机制体制创新。

二、主要成就

30 多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大

力关心支持下，在银川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移民地区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艰苦创业，银川市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一）移民收入逐年上升

实施移民扶贫开发工程，其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易地开发使

山区贫困人口在经济上脱贫致富。据 20 世纪 80 年代初调查，整

个西海固山区尚有 70％的人口不能解决温饱，人均收人 300 元以

下的特困户还有 40 多个乡 55.7 万人，占 27.5％（李宁《宁夏吊

庄移民》，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3 页）。吊庄定居三年后，

就有 85％以上的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其中 70％的群众温饱有

余，25％的群众人均粮食达 500 公斤（李宁《宁夏吊庄移民》，

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1 页）。2003 年，银川市移民地区

人均纯收入达 1203 元，比吊庄前 1982 年人均纯收入 78 元增加

1125 元，增长 14 倍。吊庄属地管理后移民地区农民收入大幅攀

升，2005 年全市移民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516 元，同比增长

6.8％；贫困人口由 2004 年的 6.6 万人下降到 5.4 万人，减少 1.2

万人。2009 年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2824 元，年均增长 15％以上。

比全市农民年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 5 个百分点；特别是 2004 年以

来，年人均纯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由 1.1 万余户 6.6

万余人，下降到了 2009 年底的 3000 余户 1 万余人。贫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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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 49.2％下降到 8.2％，下降 41 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

银川市进一—步改善移民收人增长机制，产业扶贫做大规模效益，

移民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特色产业收入已成为移民增收的

主要渠道。其中产业开发中人均获得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 43％；

被群众称为“铁杆庄稼”的劳务输出占人均纯收入的 40％以上。

2013 年移民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生态移民人均纯收入

3838 元，增长 15％；吊庄移民人均纯收入 6503 元，增长 24％。

收入增长的来源呈多元化：其中吊庄移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422.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27.5 元，增长 42.9％，占人均纯收入的

52.6％；家庭经营现金收入 2556.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33.9

元，增长 20.4％，占人均纯收入的 39.3％；人均财产性收入 301.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4 元，增长 6.7％；人均转移性收入 502.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9 元，增长 26.2％；占人均纯收入的

7.7％。特别是吊庄移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6922 元水平，标志着吊庄移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同步进入小康的梦想即将实现。

2003 年—2013 年吊庄移民人均纯收入增减情况

（单位：元）

地区

年度
银川市 兴庆区 西夏区 金凤区 永宁县 贺兰县 灵武市

2005 年 1516 1248 1612 1510 1338 1973 1694

2006 年 1758 1480 1803 1660 1601 2140 1925

2007 年 2058 1776 2095 1950 1887 2472 2385

2008 年 2440 2079 2473 2287 2181 2937 2976

2009 年 2824 2506 2850 2650 2512 3404 3468

2010 年 3457 3057 3563 3286 2995 3943 4338

2001 年 4253 3790 4400 4107 3687 4648 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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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231 4737 5368 5093 4765 5891 6170

2013 年 6503 5759 6550 6164 6707 6764 6994

（二）移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消费结构显著改善。2013 年，移民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6435.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52.3 元，增长 15.3％。八大项

生活消费支出中，食 品消费人均 2077 元，增长 15.6％；衣着

消费人均 591.3 元，增长 28.8％；居住消费 1029.6 元，增加

13.0％；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 447.3 元，增长 18.3％；交通

和通讯消费 873.4 元，增长了 15.7％；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消费

424.1 元，增长 6.3％；医疗保健消费 727.1 元，增长 12.3％；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265.5 元，增长 11.1％。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吊庄之前多以土坯房和窑洞为主。吊庄

至今，住房已经经历了四代更替：土炕→土窑→土坯砖木房和全

砖木房→新型轻钢结构农宅。现在，第五代钢筋混凝土的小楼房

在移民吊庄也屡见不鲜。

家庭耐用物品增加。吊庄之初，从贫困山区搬迁来的农民几

乎没有什么家当，顶好的不过从老家带上个老式柜子，而大多数

农民只背着行李卷就来到了吊庄。随着吊庄地区开发建设的深入，

吊庄移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购买能力不断增强，购买用品由低档

向中高档发展，大型家具、电视机、手机、洗衣机、电风扇、四

轮农用车已经普及，电脑、汽车等高档消费品也走进了农户家中；

机引农具农田机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产品加工、脱粒、运输、

播种实现机械化。

生活用燃料发生变化。从 1986 年的柴草、粪便为主，发展到

1995 年以燃煤为主，到 2013 年以煤、沼气、太阳灶为主。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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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人户率达到 100％。

村街面貌变化巨大。通过改造旧庄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新农村建设等工程，普遍建成了生态家园新村，特色小城镇占移

民乡镇的 40％，在宽阔整洁的街道上绿树成荫，有农贸市场、餐

饮服务、休闲娱乐场所、村镇银行、商业楼、汽车站、邮电所、

文化站、学校、医院、老年人福利中心等等，辐射带动力进一步

增强。从“穿新衣等过年”到“想穿就穿”；从“吃不饱”到“吃

得好”；从“土马路驴拉车”，到“柏油路公共车”；从“拉风

箱烧柴火”到“沼气太阳灶”……方方面面都有大变化，处处洋

溢着新农村的气息，无不彰显着移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三)移民基地生态系统发生显著变化

移民吊庄建设之初，所选定的吊庄点兴泾镇、兴源乡、闽宁

镇、镇北堡等吊庄都是在灌区淡灰钙土和沙土壤上建立起来的，

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对周边灌区的经

济发展十分不利，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为严重。月牙湖、

狼皮子梁处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冬寒夏

炎，昼夜温差大，自然灾害不断，生存条件恶劣。吊庄移民迁入

后，采取拉土压沙、秸秆还田、挖沟排碱、草障防沙、引水灌溉、

沙壤回填、发展养殖业、增施农家肥、产业结构调整、种植绿化

等措施，对原有的荒漠化、盐碱化、淡灰钙土壤进行了综合治理，

解决了“年年栽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的难题，达到了“房

前屋后齐绿化，田间地埂林网化，沟渠路旁林网化的要求”，道

路林网化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不足 10％提高到 60％以上。经过多

年开发建设，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结合，使宝贵的土地资源得

到了开发利用，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有效地保护了周围老灌

区农田的作物生长。截至 2013 年，银川地区共安置吊庄移民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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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移民 121862 人，占全市农业人口 635023 人的 19.2％，11 个乡

镇（管委会）62 个行政村。移民政策的实施，不但让移出来的贫

困人口能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也减轻了中南部地区人口和

生态压力，未搬迁户宽松了生存环境，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为银川市聚集了人气，创造了财富，也使

山川社会经济多了交流、互补、融合，缩小了山川发展的差距，

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山川互济。

（四）现代农业设施体系初步形成

现代农业设施是现代农业的基础。30 多年来国家不断加强移

民吊庄 农业设施体系建设。截至 2013 年末，累计调整开发土地

4.2 万亩，砌护渠道 119 公里，建设泵站 4 座，蓄水池 2 座，打

深水井 8 眼，铺设节水灌溉管道 326 公里，90％的支斗农渠新建

改造。铺设人饮管道 165 公里，移民饮用水基本达到安全卫生标

准，实现移民地区饮水安全全覆盖。累计修建新村公路 147 公里，

初步形成了农村初级交通公路网，行政村 100％通路，实现村村

通公路的目标。架设供电线路 186 公里，移民村村民小组 100％

通电，实现农村电力充足、供电稳定、用电方便、同网同价的目

标。村庄绿化和防护林累计达 9433 亩，初步形成了渠沟路田林网

配套、排灌通畅的现代农业设施体系。

（五）主导产业初步形成

开发建设初期，移民地区主要种植传统农作物。2003 年，银

川市移民吊庄主要农产品产量 30624.6 吨。其中：粮食 25456.6

吨，占 83％；牛奶 948.2 吨，占 3.1％；禽蛋 987.6 吨，占 3.2％；

水果 3232.2 吨，占 10.5％。随着吊庄移交属地管理，银川市进

一步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保证小麦、水稻、玉米等粮

食作物增产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粗犷式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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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实行产业开发，重点扶持发展设施园艺、草畜产业、经果

林等种植养殖优势产业。截至 2013 年，银川市移民吊庄地区累计

建设设施园艺 175 万亩，发展经果林 437 万亩，种草 28 万亩；建

设日光温室 2912 亩，建设养殖圈棚 1669 座；黄牛存栏 63 万头，

羊只存栏 23 万只。建成了金凤区良田镇千亩万间蔬菜温棚园、盈

南生态村庄、金星村惠明肉牛养殖园区，西夏区镇北堡镇万头生

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万亩有机枸杞科技示范园区、兴泾镇兴

盛村肉牛养殖及设施园艺（葡萄）科技示园区，永宁县玉海设施

园艺（油桃）科技示范园，兴庆区月牙湖草畜产业区，贺兰县南

梁台子万头奶牛养殖生态牧场，灵武市狼皮子梁肉羊产业区。初

步形成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较具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科工

贸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推进“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实现移民传

统农业向现代集约农业转变。引进企业（合作社）建基地，引领

移民走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现

代农业发展道路。率先在全区推广奶牛肉托管方式，引进北方乳

业、上陵集团先锋乳业等企业投资近 4 亿元，分别在兴庆区、西

夏区、贺兰县移民区建设奶牛养殖园区。市财政补助 2148 万元鼓

励移民购买奶牛，托管给企业集中养殖，企业每年按每头奶牛

2600～2800 元的利润给农户分红。全市移民区 3800 余头奶牛全

部实现集中托管养殖。引进金牛万头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

2000 万元，在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规划建设存栏万头肉牛养殖基

地，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将移民购买的肉牛集中

托管养殖，每户移民每年除保本外可获得 2000～4000 元的分红。

引进内蒙古力农集团投资 2 亿元，在贺兰县洪广镇高荣村建设年

出栏 30 万只肉羊养殖基地，采用“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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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借用企业圈舍养殖，企业免费提供设施、技术、防疫等，并统

一收购销售。引进银川怡人花香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 1000

万元，在兴庆区月牙湖乡集中经营 400 栋温棚，采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移民利用温棚种花，企业免费提供生

产资料和技术指导，并以固定价格收购销售，每户花农每年可收

入 2.5 万元以上。

（六）村民银行初步建立

银川市自 2007 年起实施互助资金后，移民有了村庄人的村民

银行，在贫困村建立起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发

展资金。

2007～2013 年银川市扶贫办相继在 6 个县（市、区）54 个贫

困村组织实施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 2013

年底，全市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运行资金总量达到 6669 万元，其

中：自治区投入 2820 万元，银川市投人 1595 万元，农户入股 2120

余万元，企业商会等捐赠 134 万元。

2007 年—2013 年互助资金投放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计

资金 15 35 175 200 570 300 300 1595

互助资金不仅为村民提供创业机会，更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和增收，解决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使村民拥有了一个自己管理

的“小银行”，既方便了村民资金周转，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激

发了村民创业的积极性。2012 年使用互助资金的农户平均每户增

加收人达到了 1840 元。西夏区镇北堡镇新华村，已有 118 户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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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了互助资金循环借贷共 68.1 万元，互助资金使用作用比较突

出的就有 30 多户。村民胡振才种枸杞 60 余亩，收入 6 万余元；

三组村民赵怀德购羊 200 余只育肥，收入 5 万余元。互助资金主

要用于一、二、三产业发展。移民群众充分利用互助资金，依托

产业发展，形成“创业光荣、发展有责”的浓厚氛围，诚信意识

明显提高，脱贫致富成效显著。

（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银川市委、政府重视移民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加

大社会事业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截至 2013 年，

建成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医疗教育卫生公共服务设施 4.31 万平

方米。实现了社会事业与脱贫致富协调发展。一是移民地区教学

条件明显改善。新建、改扩建 41 所中小学。认真落实“两免一补”

优惠政策，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 98％以上，全面实现了“普九”

目标，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守法纪”新型农民的要求，实施科技培训与新技术、新品种的示

范推广，尤其是参加中长期技能培训和三年跟踪培训的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移民，在接受系统、全面的教育培训后，文化水平、

法律维权、思想道德、家庭伦理、心理素质、生活观念、交通法

规、文明礼貌、城市管理、社会交往等素质明显提高，促进移民

向市民转变。二是移民乡镇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实现了乡乡有卫

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启动了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实施方案，

积极开展农村医疗救助活动，市属 6 家医院、解放军第五医院和

宁夏武警医院分别与 10 个移民乡镇卫生院建立长期对口支援机

制。普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网

络。全力推进“少生快富”工程。2013 年移民地区人口自然增长

率控制在 11.13‰，出生政策符合率达到 93.37％。三是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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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加。村村建立党员活动室、科技室、社区文化娱乐室。所

有移民地区能够免费收看 8 套电视节目。实现了乡乡通等级公路，

村村通公交车。四是保障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实施劳务移民扶贫

安居保障工程项目。2013 年累计达到 3482 套。制定《银川市劳

务移民扶贫试点安居保障工程实施方案》《银川市劳务移民扶贫

安居保障住房管理办法》，为后期务工移民安居保障工程的人住、

管理奠定了基础；制定了《银川市做好生态移民社会关系转移接

续工作的通知》，建立生态移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统

筹推进社会保障“一卡通”工程建设，为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施医疗保险制度，做好全市生态移民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实行参保生态移民在银川市就医院端即

时结算，保障生态移民享受银川市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

待遇；实施社会救助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对特殊困难群体在医

疗、助学、取暖等方面给予重点救助。五是社会管理逐步规范。

建立了土地、宅基地、户籍管理长效机制。在所有移民新村成立

“两委”班子。采取从乡镇、从机关选派年轻党员干部到移民村

挂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科技副村长等职务，选派优秀大学生村

官和迁出县（区）派驻村指导员相结合的办法，强化移民村班子

队伍建设。采用“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工作站，为移

民提供户籍、社保、医保、生育、就学、就业等全方位服务。认

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确保移民

安置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稳定。

（八）移民群众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移民群众生活在大山沟，经济发展落后，习惯于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以衣食温饱为满足，搬迁到银川后，随着自然资

源、生态、气候条件的改善，面对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和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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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环境，以及富裕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文化，

使移民群众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改变了旧的生育和教育观念以及社会交往意

识。过去在恶劣条件下形成的“等靠要”的旧习惯转变成了“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新观念；“平均主义大锅饭”被竞争意识、

商品经济所代替；“多子多福”的旧生育观被培养低量高质后代、

少生孩子多致富的思想所代替。移民群众不断改变自己，边学边

干，勤劳致富，从发展中尝到了甜头，在增收致富中看到了奔头，

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高。一门心思想发展、谋发展，学

技能、长本领，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实现了“让我脱贫”到“我

要发展”的重要转变，增强了在国家扶持下，脱贫致富的信心，

脱贫的能力不断增强，为自我脱贫、自我提高奠定了基础。

三、经验启示

30 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得到了许多有益启

示。

（一）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扶贫开发工作

消除贫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生态等方方面面，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都难以取得持久

和理想的效果。坚持尊重规律，科学发展，是扶贫开发走向富裕

的根本途径。实施移民吊庄扶贫开发符合宁夏的实际，符合移民

顺序流向规律，印证了“人移活”的铁律，因而取得了彪炳史册

的巨大成效。新阶段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很艰巨，要继续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

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与

产业发展相协调；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尽

最大力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充分调动移民群众自力更生、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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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奋斗、奋发图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依靠自身发展的“造血”

能力，实现同步小康。

（二）必须加强扶贫开发组织领导

30 多年来，银川市的扶贫开发工作始终都是在各级党委、政

府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从规划的制定到组织实施，从工程建设到

家家户户搬迁，都给予充分的组织协调和服务。还有一支扎根基

层，务实苦干的干部队伍；有一批赴西吉对口扶贫的人员，他们

怀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奉献在基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涌现出了因公牺牲在扶贫战线上的银川市扶贫办主任兼闽宁

镇党委书记李双成同志等先进典型。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队伍

和人才队伍是扶贫工作成功的保证。新阶段要按照“市负总责、

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齐抓共管、合力攻坚，广泛参

与、完善体系”的总体要求，继续落实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

负责制，把加强和创新扶贫工作作为对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绩效

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健全完整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考核党政负

责人政绩的重要依据。加强移民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农

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

织配套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移民社

会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扶贫干部队伍和人才队

伍。

（三）必须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30 多年来，银川市扶贫工作采取了从民政扶贫到定点扶贫再

到生态移民的机制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实践证明，创新是

解决扶贫开发问题的钥匙。目前，银川市的扶贫工作到了攻坚克

难阶段，移民吊庄已逐渐形成了较具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科工贸

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针对发展中的问题，创新产业扶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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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机制，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支持移民盘活资产，强化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创新扶贫开发的融资机制，探索建立扶贫开发与其他支农政策的

协调配合，引进金融资本与互助资金叠加的运作机制，通过整乡

（村）推进，壮大互助资金使用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

扶贫攻坚与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

合，实现移民吊庄向非农化、城镇化转移，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

时，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劳务业和乡镇企业，形成

资源的合理配置，并融入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整体经济的循环之

中；建立精准扶贫机制，扩大扶贫区域。近年来，银川市扶贫开

发以区域为对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出现了贫困乡镇或贫困

村里非贫困人口比贫困人口受益多，灌区贫困群众无法享受扶贫

开发优惠政策的现象。对此，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应实行贫困人

口分类扶持和动态管理，采取区域扶贫与入户扶贫相结合的办法，

把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出来，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在做好移民地

区扶贫开发的基础上，把灌区低于 2500 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也纳

入扶贫范围进行扶持。实施农村低保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确保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得到有效扶持，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都能享受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四）必须不断提高人的素质

“治标要治本，扶贫先扶智”。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高素

质的移民群众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要把提高移民地区的整体

素质，开发移民地区人力资源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长效措施来抓，

按照“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思路，整合科技、农牧、

扶贫、就业等部门培训资源，建立政府引导，职业学校、培训机

构、用工企业支持，移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技能培训机制。围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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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技能——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培训技术——就地创业

——增收脱贫”等途径，对农民进行多种类、多层次、多形式的

就业技能培训，特别要加大对移民地区“两后生”的培训力度，

教给他们新形势下的谋生本领和发展经济的实用技术；要加大文

化和科技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科技对扶贫开发的贡献率，把扶贫

开发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轨道上来。

（五）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

量参与扶贫行列，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不但给贫困村（户）以

巨大的物质、技术、思想帮助，而且传递正能量，彰显中华民族

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多年来银川市十分重视定点对口扶贫工作，

先后 8 次下发定点帮扶文件，调整、强化帮扶工作。社会各界的

广泛参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扶贫资源。面向新阶段的生态移民

扶贫开发，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相结合，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积极性，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进一步加强银川市机关企事业

单位对口帮扶力度，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动

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行列，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和服

务扶贫开发事业的生动局面。

档案资料来源：馆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扶贫办、

宁夏党史学会《宁夏扶贫开发史研究》

2017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