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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高教 E⒛ 17〕 10号

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实施百所高校

结对帮扶百县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扶贫办 (局 ),各县人民政府,各高等学校 :

为充分发挥高校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贫困县发展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了《高校结对帮扶贫困县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下发后,各有关高校高度重

视,迅速安排部署,成立工作机构,制定结对帮扶实施方案,与

结对帮扶县开展联系对接,帮 扶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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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为进一步发挥我省高校优势,助力全省脱贫攻坚,省委研究

决定,在全省实施百所高校结对帮扶百县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简称“双百工程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对办法

对全省” 所高校结对帮扶我省 56个贫困县(即 我省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进行调整,同 时

新增 31所高等院校,按照
“一对一

”
方式结对帮挟我省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个县 (区 、市),实施百所高校结对帮扶百县 (简

称
“双百工程

” ),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二、目标任务

建立和完善高校与结对帮扶县 (区 、市)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机制,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科技、智力、信息、产业等方面开

展挟贫的重要作用,把高校的特长和县域的优势结合起来,为县

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技术、培训等支撑,助推县域经济、社会、

教育、科技发展,促进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致富。

三、具体措施

各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紧紧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贫困人

口增收致富,创新思路,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一 )实施智力帮扶。发挥高校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在

贫困县城乡规划、产业规划、道路规划、民居设计、水资源利用、

生态保护、社会管理等领域,提供战略咨询、规划编制、专题研

究、法律服务、专业支持等多种形式的智力帮扶,为 贫因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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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脱贫致富出谋划策,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 )实施教育帮扶。充分发挥高校教育资源优势,开展多

层次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开展贫困县党政干部培训、农村基

层干部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重点开展针对贫困劳动力和

贫困家庭子女的实用技术培训和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

口脱贫能力。

(三 )实施科技帮挟。发挥高校科研、学科优势,运用先进

科技促进贫困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利用高校平台,引 进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和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在贫困县建立科研

试验站或工作室,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加快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在

贫困县转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带动

贫困人口致富。

(四 )实施人才帮扶。发挥高校人才优势,选派优秀干部、

技术人员、专家到贫困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贫困村支援帮

扶。选派青年干部、教师和优秀大学生开展支教、支农、支医和

扶贫工作。鼓励科技人员和在校大学生到贫困县领办、创办企业

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引 导各类人才和应届毕业生到贫困县就业

创业。

(五 )实施信息帮挟。发挥高校信·憝渠道多、信息量大面广

的优势,帮 助贫困县完善挟贫开发信息平台,提升和拓展信息平

台功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提高

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组织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帮 助农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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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开展生产经营等活动。搭建电商服务平台,实施电商扶

贫行动,帮助贫困县或贫困村拓展市场,打造特色品牌。

(六 )实施文化帮扶。发挥高校文化优势,挖掘贫困县地域

文化资源,对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用 现代理念凝练

升华,借助新型传播手段传承推广,打造贫困县文化品牌。开展

文化惠民活动,丰 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用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

脱贫攻坚政策,引 导贫困人口树立信心,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战胜贫困。加强乡村文化中心建设,打造新农村传播知识、文化

交流、科技推广的新平台。

(七 )实施民生帮扶。发挥高校资源广泛的优势,针对贫因

县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和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

题,争取建设项目,帮 助贫困县农村特别是贫困村完善交通、饮

水等设施,加快贫困村幼儿园、学校、卫生室、文化站等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

(八 )实施志愿帮扶。组织动员高校共青团、学生会、志愿

者组织等多方力量,开展社会实践、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
和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活动,深入到贫困县开展基础教育、医

疗卫生、农业科技和基层社会管理等志愿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大

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四、工作要求

(一 )各高校要成立由主要领导 (公办高校为党委书记、校

(院 )长 ,民办高校为董事长 (理事长 )、 党委书记、院长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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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的结对帮挟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加强对结对帮扶工作的组

织领导。要定期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帮扶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高校领导要经常到结对帮扶县进行考察调

研,检查指导结对帮扶工作,每年到结对帮扶县不少于 3次。

(二 )各高校要选派工作热情高、能力强、愿意为结对帮扶

县服务的优秀千部和技术专家组成帮挟工作组到县开展帮挟。鼓

励和支持有专业特长、身体健康的退休专家、干部参加帮挟工作。

(三 )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发挥各自优势特长,围绕脱贫攻

坚和精准扶贫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要注重实效,不搞

花架子,不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积极务实地做好帮挟工作 ,

扎扎实实地为结对帮扶县、贫困村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办实事、

办好事。

(四 )承担国家定点扶贫任务或省级干部驻村联户扶贫 (即

省级
“两联一包

”
扶贫 )工作任务的高校,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的要求,继续做好在原帮挟县或包挟村的各项挟贫工作,确

保到整个攻坚期原有的扶贫点工作不断、力度不减。

(五 )在本次“双百工程
”之前按照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的《高校结对帮扶贫困县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已与我省其他县 (区 )建立帮挟合作关系的高

校,要在与新的结对帮扶县 (区、市 )开展帮扶工作的同时,继

续落实完成好原有县 (区 )的合作计划或协议,所做的工作视同

本次帮扶工作内容一并进行统计,以鼓励高校充分地发挥优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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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省脱贫攻坚。

五、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协调。省教育脱贫办公室负责全省高校结对

帮挟县 (区 )工作的组织管理、协调推进等工作,日 常工作由省

委高教工委统战部负责。各市教育扶贫部门要协助省上做好有关

联络协调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指导督促帮扶县做好相关配合服务

工作。各帮扶县要成立专门机构,负 责做好高校结对帮扶的对接、

配合、协调、联络、服务等工作,支持和协助高校搞好帮扶工作。

(二 )完善工作制度。各高校与结对县 (区 )要建立日常联

系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主要领导要经常互相走访,定期召

开会议,交流结对帮扶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因难和问题,共

同推进工作。省教育脱贫办公室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全省高校结对

帮挟工作进行检查督查,及时通报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 )严格考核管理。省教育脱贫办公室每年对高校结对帮

挟工作进行考核,重点考核高校开展帮挟工作成效、帮扶县支持

配合协调服务情况,考核结果分别作为省上对高校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和对帮扶县扶贫开发考核的重要依据。对帮扶工作考核评为

优秀等次的进行通报表扬,成绩特别突出予以奖励。

(四 )加大支持力度。各级教育挟贫部门要带头支持高校开

展结对帮扶工作,省教育厅在科研项目立项、科研经费分配时,

对高校结对帮扶项目给予倾斜支持,省扶贫办要协调有关行业部

门在政策制定、项目安排、资金分配等方面,优先支持高校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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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项目。帮挟县科技、财政、发改、国土、农业、林业、金融

等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高校开展工作,帮扶县各类整合资金优

先支持高校帮挟项目,对高校在帮扶县领办、创办企业或建立科

研基地的,要在土地使用、项目审批、证照办理等方面给予优惠

或特殊照顾:各高校也要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给
∷△

·

帮扶工作组成员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按规定及时报销交通、住

宿等费用。                  ∷

(五 )加强宣传引导。各级教育扶贫部门要广泛宣传高校结对

帮挟工作的重大意义、重要举措及工作进展情况,树立典型,推广

经验,协调主要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高校结对帮挟工作的新成

绩、新做法、新经验。各高校和帮挟县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

视、网络、微博、微信等媒体,大力宣传结对帮扶工作进展、成效、

做法、经验等情况,营造高校结对帮扶工作的舆论氛围。

四、有关事宜

1.请各新增高校、各县 (区、市 )将扶贫工作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于 6月 30日 下午⒌OO前发送至指定邮箱。

2.请各有关单位按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各高校活动开

展情况请及时报送省委高教工委结对帮挟专用邮箱,以便省教育

脱贫办公室对高校帮挟工作进行考核。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将适时召开工作会议,指导推进有关工作。

联 系 人:刘训明  联系电话:Ⅱ 9ˉSs“sS⒆

电 子 邮 箱 :sx刨 gwΦ @12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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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双百王程

”
高等:学校结对帮挟县 (区、市)对应表

2.新增高等学校及结对帮挟县 (区 、市)挟贫工作

∷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不 予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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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双百工程
”
高等学校结对帮扶县 (区、市 )对应表

序号 高 校 县 (市 、区 )

l 空军工程大学 三原县

2 火箭军工程大学 临潼区

3 武警工程大学 汉台区

4 空军军医大学 安塞县

5 西安交通大学 横山区

6 西北工业大学 城固县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阳县

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蒲城县

9 陕西师范大学 岚皋县

10 长安大学 佳 县

1
Ι

1
Ⅰ

西北大学 平利县

12 西安理工大学 略阳县

1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洛南县

14 陕西科技大学 印台区

15 西安科技大学 长武县

16 西安石油大学 永寿县

17 延安大学 宜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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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县 (市、区 )

18 西安工业大学 富平县

19 西安工程大学 延长县

20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旬阳县

21 西北政法大学 山阳县

22 西安邮电大学 宜君县

23 陕西中医药大学 旬邑县

24 陕西理工大学 南郑县

25 西安财经学院 商南县

26 西安音乐学院 镇巴县

27 西安美术学院 紫阳县

28 西安体育学院 黄龙县

29 西安医学院 镇安县

30 西安文理学院 宁陕县

31 宝鸡文理学院 太白县

32 咸阳师范学院 淳化县

33 渭南师范学院 白水县

34 榆林学院 绥德县

35 安康学院 白河县

36 商洛学院 丹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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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县 (市、区 )

37 西安航空学院 镇坪县

38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留坝县

39 西安培华学院 金台区

40 西安翻译学院 陈仓区

41 西安外事学院 汉阴县

42 西安欧亚学院 清涧县

43 西京学院 子洲县

44 西安思源学院 米脂县

45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武功县

46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乾 县

47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周至县

48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渭滨区

49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麟游县

50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礼泉县

5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定边县

5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潼关县

53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柞水县

54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益区

55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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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县 (市 、区 )

56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兴平市

57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临渭区

5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宁强县

59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佛坪县

60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韩城市

61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凤  县

62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洋 县

63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华阴市

64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汉滨区

65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华州区

66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陇 县

6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眉 县

68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千阳县

69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扶风县

70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耀州区

7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澄城县

72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延川县

73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勉 县

74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石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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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县 (市、区 )

75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商州区

76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吴堡县

7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靖边县

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榆阳区

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神木县

80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府谷县

81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志丹县

82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学院 泾阳县

83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吴起县

84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甘泉县

85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富 县

86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洛丿丨丨县

87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黄陵县

88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长安区

89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子长县

90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子长县

91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宝塔区

92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宝塔区

93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凤  县

94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蓝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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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县 (市 、区 )

95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鄂 邑区

96 西安电力机械公司机电学院 凤翔县

97 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职工大学 凤翔县

98 西安铁路工程职工大学 大荔县

99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职工学院 大荔县

100 西安航空职工大学 岐山县

101 西安广播电视大学 彬 县

102 陕西工运学院 彬 县

10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岐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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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增高等学校及结对帮扶县 (区、市 )扶贫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单 位 :

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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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办公室      ⒛17年 6月 30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