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

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

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

到脱真贫、真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出版说明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感恩社会、回报

国家，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成长的初心，也是中国三峡集团恒

久不变的坚守。多年来，中国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聚焦脱贫攻坚这一主题主线，积极履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

任和社会责任，全力以赴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展示了央企担当和三峡力量。

 为深入系统总结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成果，记录和展示中国三峡集团帮扶地区脱贫攻坚以来的新

变化、新面貌、新生活，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脱贫攻坚 三峡力量》系列画

册。本系列画册由 1 个主画册和 8 个分画册组成。其中，《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是主画册，

全面展示了中国三峡集团在各个帮扶区域和领域取得的帮扶成效。8 个分画册包括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

扶奉节、巫山、万安、巴林左旗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云南少数民族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

扶凉山彝区三峡新村画册，金沙江“三峡种子基金”项目画册、金沙江“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分

别呈现了中国三峡集团定点扶贫、川滇少数民族帮扶以及金沙江两个品牌项目取得的帮扶成果。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取得的系列成果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希望通过本系列画册的出

版，让社会公众对中国三峡集团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有一个更加深入的

了解。



草原美景

巴林左旗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总

面积 6644 平方千米，辖 2 个街道、7 个镇、2 个乡、2 个苏木，总人口约

36 万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农牧林矿结合的县级行政区。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三峡集团自 2003 年开始定点帮扶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脱贫致富。17 年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履行中央企

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无偿投入帮扶资金近 2 亿元，精心组织教育、医疗、

基础设施、产业等一批民生项目，助力巴林左旗实现高质量脱贫。

2020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巴林左旗退出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旗县。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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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国家自然保护区

聚焦精准帮扶
实现脱贫目标
中国三峡集团自 2002 年起成立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多次研究制订帮扶巴林左旗工作计划，

委派挂职干部，落实扶贫项目与资金，督促

检查扶贫工作进度，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将定点帮扶巴林左旗

纳入“十三五”履行社会责任实施规划和每

年年度工作计划，并结合巴林左旗资源禀赋

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精准扶贫，不断

加大帮扶力度，多措并举帮助巴林左旗实现

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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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聚焦精准帮扶·实现脱贫目标

关怀关心关爱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调研扶贫工作

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巴林左旗扶贫工作推进会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慰问贫困户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定明（右二）调研扶贫工作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良友（右二）调研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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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聚焦精准帮扶·实现脱贫目标

巴林左旗旗委书记李浩楠参加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巴林左旗工作推进会

巴林左旗旗委副书记、旗长孟和达来参加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
巴林左旗工作推进会



06 07

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聚焦精准帮扶·实现脱贫目标

派驻挂职干部

中国三峡集团向巴林左旗派驻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协

助开展扶贫工作，组织实施帮扶项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三峡力量。 时任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厂长

2003.03—2006.06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旗委副书记 

姜跃华
时任三峡中水电公司工会副主席

2006.07—2009.12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旗委常委、副旗长

张韬
时任三峡中水电公司党群工作部高级业务经理

2010.01—2015.02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旗政府党组成员、旗长助理

陶卫东

时任三峡中水电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

2016.11—2018.11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副旗长

葛素娟 
时任三峡中水电公司非洲业务二部副总经理

2019.01—2020.12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副旗长

李维才
时任三峡中水电公司机电工程处高级经理

2019.05—2021.05

挂职内蒙古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西沟村第一驻

村书记

王朝平



立足志智双扶
激发内生动力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在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中有着基础性和持久性的作用。中

国三峡集团聚焦“扶智”和“扶志”，增投资、

上项目，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4200 万元，深

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助力提升巴林左旗教

育软硬件基础。

三峡娃娃行系列活动行



10 11

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援建教学设施

援建毛宝力格寄宿制学校 2275 平
方米教学楼。

毛宝力格寄宿制学校

援建四方城寄宿制学校

三峡幼儿园 四方城寄宿制学校健身读书角

四方城寄宿制学校图书室

290 万元

援建四方城寄宿制学校 2254 平方
米教学楼一栋，解决了 13 个行政
村 900 余名学生的就学难题。

300 万元

新建林东西城三峡幼儿园，为四方城
寄宿制学校和毛宝力格寄宿制学校建
设健身读书角、图书室、公厕等，改
善了办学条件。

8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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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三峡中学二期、三期工程开工仪式

 三峡中学项目效果图 三峡小学项目效果图

乌兰达坝寄宿制学校效果图十三敖包镇西沟村幼儿园

为三峡中学、三峡小学、十三敖包西
沟村幼儿园进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5825万元

建设三峡中学二期、三期工程，对蒙
古族中学活动场所、乌兰达坝苏木寄
宿制学校进行维修改造。

67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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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捐资助学

三峡中水电小学（毛宝力格寄宿制学校）助学金发放仪式

三峡中水电小学（四方城寄宿制学校）助学金发放仪式

设立助学金，资助920名贫困学生，减轻了贫困家庭的供学负担，

使孩子们能够上得起学，更加健康快乐成长。

82 万元



多年来持续组织巴林左旗学生，开展“三峡娃娃行”宜昌水电夏

令营等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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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

开展三峡娃娃行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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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实施国际周活动
开展义务支教
中国三峡集团创新“志智双扶”载体，先后举

办了“三峡助学再行动”和“我是世界小公民，

遨游世界之旅”两届国际周主题活动，邀请外

籍专家来到巴林左旗的乡村学校开展义务支

教，让贫困地区学生面对面同外国友人互动沟

通交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成为巴林

左旗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工作亮点。

第一届“三峡助学再行动—国际周”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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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实施国际周活动·开展义务支教

“三峡助学再行动”国际周主题活动



助健康脱贫
补医疗短板
不断补齐巴林左旗医疗卫生短板，改善贫困

群众就医条件，为贫困户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累计投入                   余万元。1610

抱羊的老阿婆



巴林左旗结核病防治所项目

                   多万元

援建巴林左旗结核病防治所和蒙医中医医院配套设施，改善了群众就医条件。

1100

蒙医中医医院医疗配套用房建设项目

蒙医中医医院医疗配套用房建设项目效果图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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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健康脱贫·补医疗短板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开展“三峡心系扶贫，关爱妇女健康”主题健康扶贫活动，邀请妇科专家为妇女

同志开展健康专题讲座和现场义诊。

北京专家义诊

健康扶贫义诊培训

助力医疗保障兜底

回访享受医保兜底的贫困户健康扶贫义诊

               万元

为 2.31 万人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基金，为 600 名贫困户建档立卡，缓

解治病支出压力。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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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健康脱贫·补医疗短板



立足发展保障
改善基础设施
坚持把改善贫困嘎查（行政）村基础设施作

为工作抓手，立足民生扶贫这一发展保障，

夯实巴林左旗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                      万元。2975

草原赶马



打配深水井 深度贫困村项目沟壑治理，截流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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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发展保障·改善基础设施

解决缺水难题

桃石山水库效果图

                   万元

为巴林左旗贫困地区开展水资源勘察，实施扶贫打井、水库建设和修建蓄水池项目，解决了当地群众和农

牧业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共打配深水井 64 眼，新增水浇地 1.3 万余亩，解决了 7300 人和 3.2 万头牲畜饮

水难问题，使全旗 9 个苏木乡镇、56 个嘎查村 3.6 万人受益。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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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立足发展保障·改善基础设施

支援通村公路建设

通村公路施工现场

查干哈达苏木前召嘎查通村公路

通村公路施工现场

                   万元

援建查干哈达苏木前召嘎查通村公路项目，公路全长 5.15 千里。为西沟村加宽

通村道路，进行环境整治等，巩固西沟村脱贫成效，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1155



助力产业发展
优化产业生态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帮助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群众灵活就业和贫困户

脱贫增收，同时，积极探索农牧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努力为牧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帮

助。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万元。1305

牧羊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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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助力笤帚苗产业发展    促进当地灵活就业

步步高升 车扫 大吉祥扇

葫芦 黄金六福 六合彩

全家福 五指山 小福中福

鑫洋手编

笤帚苗大龙笤帚苗大龙

                万元

援建笤帚苗产业综合展示馆、标准化生产研发车间、电商扶贫运营中心等项目。开展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项目，

培训技术工人 1548 人次，解决了 965 名贫困人口就业，实现了“造血式”扶贫，产生“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

700



农牧民答帚苗绑扎技能大赛
40 41

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农牧民笤帚苗绑扎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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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农牧民笤帚苗绑扎技能大赛

笤帚苗产业
综合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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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支持肉驴圈舍扩建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天龙肉炉养殖合作社天龙肉炉养殖合作社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

                      万元

帮助林东镇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实施圈舍扩建

项目，扩建高标准圈舍 1200 平方米，带动当

地 42 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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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

47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 天龙肉驴养殖合作社乌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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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推进生态扶贫

中国三峡集团公益基金调研组现场调研生态扶贫项目
全覆膜双垄沟播技术种植的谷子全覆膜双垄沟播技术种植的谷子

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共同投入资金，实施深度贫困村综合能力提

升项目。主要以草地恢复、林下经济、旱作农业、粮改经等新

技术模式为示范，通过环境教育和技能培训，带动农牧民开展

可持续的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

5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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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开展消费扶贫

中国三峡集团号召成员企业和广大员工援手消费扶贫，购买                 余万元巴林左旗特色农

副产品。

三峡 e 购发挥平台优势积极推广巴林左旗特色农畜产品，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和企业增收。

500

三峡中水电公司与企业签署消费扶贫合同 三峡中水电公司与企业签署消费扶贫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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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巴林左旗特色农产品加工及销售

电商平台推介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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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开展技能培训
提高致富就业能力

组织巴林左旗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项目致富带头人及项目村两委班子培训。

承接三峡集团项目致富带头人培训参观学习 居家灵活就业项目致富带头人及项目村两委班子参观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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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丝网花制作技能培训

契丹巧娘技能提升培训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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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助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生态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手工刺绣技能培训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苕帚苗手编技能培训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手工布鞋技能培训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手工中国结



建立融合党支部
探索合作新模式
通过党建带动脱贫攻坚，组织企地双方基层党支部开展

“支部党建融合”活动，在实施脱贫项目中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作用，推进脱贫攻坚，带

动乡村振兴。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为三峡国际公司及西沟村共建党支部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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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建立融合党支部·探索合作新模式

三峡中水电办公室党支部与姜家湾成立联合党支部揭牌

开展党建融合活动
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三峡中水电公司综合党支部与巴林左旗妇联党支部、隆昌镇姜家湾村党支部开

展支部党建融合活动，三峡国际与十三敖包镇西沟村党支部开展党建融合活动，

实现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的全新突破和探索。通过整合扶贫项目、发展庭

院经济等脱贫增收产业，实现党建与扶贫“双推进”，多重举措助推脱贫攻坚

及乡村振兴。

十三敖包镇西沟村党支部以主题党日活动助推脱贫攻坚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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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建立融合党支部·探索合作新模式

三峡中水电办公室党支部与姜家湾融合党建启动仪式

三峡中水电办公室与姜家湾联合党总支成立大会

三峡中水电办公室党支部捐赠党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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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建立融合党支部·探索合作新模式

开展主题活动
党团员义务支教

开展“三峡青春公益”主题活动，组织青年员工和党团员到乡村学校开展义务支教。

“三峡青春公益”主题活动
“三峡青春公益”主题活动



巴林左旗
新面貌
历史上的草原丝路、东方起点，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正在焕发新的生

机活力！

巴林左旗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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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新面貌

70

2019 119.5                 年，全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亿元

比 2003 年增长

5.45

33.3

46.5

11341

民族舞蹈

717.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亿元

比 2003 年增长485.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亿元

比 2003 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亿元

比 2003 年增长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元和                  元

分别比 2003 年增长                          和

291.8%

710%

473.4% 498.8%

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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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新面貌

巴林左旗贫困人口综合发生率低于       %，漏评率和错退率均

低于      %，群众综合认可度高于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显著提升，脱贫长效机制完善，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已

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

3
2 90

大良沟蒙古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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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路   三峡情缘·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新面貌

巴林左旗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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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带来新的挑战。中国三峡集团积极

贯彻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

攻坚“两大战役”，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项大考”的双胜利。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定点扶贫成果，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圆满完成国

家赋予的定点扶贫工作任务，中国三峡集团继续加大定点帮扶力度。2020 年向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

安排扶贫资金 1 亿元，组织实施 10 个脱贫攻坚重点项目。

巴林左旗，草原丝路、东方起点，贫困不复，盛世中兴！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