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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阜平县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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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区位图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部，

是太行深山区、革命老区和国家级

贫困县（三区合一）。总面积2496

平方公里，总人口23.04万，辖6镇

7乡，209个行政村，1208个自然村

。典型特点：九山半水半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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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贫困范围广、贫困

程度深，共有164个贫困村，
占全部行政村的78.5%；2014
年建档立卡时贫困人口10.81
万人, 贫困发生率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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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9日至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
时指出，“治贫先治愚，
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
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
之策”。
   2013年，阜平被确定
为“燕山—太行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
点”。阜平进入了向贫
困宣战、向小康进军的
新阶段。

总书记在顾家台村委会与干部群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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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扶贫主要做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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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重视，创设职教扶贫大好环境

阜平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职业教育，把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农

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加快脱贫攻坚的重要

抓手，在全县创造了服务

职教扶贫的优越环境。
职业教育发展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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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实政府责任

强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县委书记兼任

学校党总支书记，县长兼任学校校长，全面落

实党委、政府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成立职业教育联席会议。政府县长任主

任，相关副县级领导任副主任，县委办、政府

办、组织部、发改局、教育局等25个相关科局

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解决职教发展中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在项目谋划、资金投入、人力

组织、政策落实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给子重

点倾斜和支持。
2018年9月14日贾瑞生县长在学校
主持召开全县职教工作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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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职教网络

2006年，阜平县委、县政府全面整

合教育资源，将各乡镇成人学校划归职

教中心统一管理，统揽全县的成教工作

和各级各类培训，同时在各乡镇初中加

挂职教中心分校校牌，延伸农民培训链

条，逐步形成了“全县覆盖、校点结合”

的县内职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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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培训资金

县委、县政府积极引导，组成了由农

业、林业、旅游、科技、扶贫、人社、组

织等部门共同参加的职业教育合作体，每

年整合各种培训资金200多万元，由职教

中心集中捆绑使用，重点围绕扶贫开发、

新农村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干部素

质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等领域开展各

类培训和服务。   家庭手工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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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职教中心新校区

随着职教中心办学规模逐年扩大，现

有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职业教育跨越发

展要求，更难以满足脱贫攻坚、县域经济

发展对农村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2016年，

县委、县政府于阜平经济开发区启动建设

职教中心新校区，新校区占地518.88亩，

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设

计容量6000名学生，今年8月20日已正式

投入使用，为职教助力脱贫攻坚、服务县

域经济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阜平职教中心新校区鸟瞰（效果图）

学生公寓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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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平县地处晋冀两省交界，是西煤东运的主干道，也是革命老区，

山场面积大，特色种植、特种养殖、红色和生态旅游、交通运输等产业

特色明显。但长期以来，受资金、技术、信息等因素的制约，发展规模

较小，市场竞争力较弱。

学校紧密结合县域产业发展，大力开展面向农民、适合农民的各级

各类培训，助推全县脱贫攻坚与县域经济发展，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精准培训，补齐短板，助力乡村振兴



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发展职教   
            志在富民

1.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助力农民增收

   2015年来，学校

围绕县内食用菌、肉

羊等特色种养业，大

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累计培训2.75万人次，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2.42万人次，惠及

贫困家庭5236户，年

均增收10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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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全县食用菌产业从无

到有，已建成百亩以上园区54个，棚室

4000余栋，辐射带动农户1.1万余户。其

中贫困户3800户。截至目前，职教中心已

对其中500家贫困种植户进行了相关生产

技术培训，实现户均增收20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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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熟桃作为阜平重点发展的林果
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1.34万亩
，参与种植农户900余户。2015年以
来，职教中心深入桃园开展技术培训
，参训农户280户、28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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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服务业培训，推动旅游业良性发展

   阜平是一个集自然景

观、历史人文景观、红色

革命圣地和地热温泉于一

体的旅游资源大县，特别

是城南庄晋察冀根据地旧

址的红色旅游和天生桥国

家地质（森林）公园的绿

色旅游，带动了全县旅游

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天生桥国家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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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县域旅游服务业健康发展，学校与昌平职业学校、丰台职教中心学校等
北京优质职校联合开展农家乐、农村电商等培训，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
肯定。

天生桥景区农家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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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红，女，龙

泉关镇黑崖沟村学员，

2016年参加职教中心

组织的特色餐饮培训

后，自家办起了农家

乐餐厅，实现增收1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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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汽车维修培训，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健康发展

    阜平地处晋冀
交界，是晋煤东运
的中转站，交通运
输业比较发达。学
校面向适龄农村青
年，开展汽车驾驶、
钣金喷涂、汽车维
修、二级维护等技
术培训，促进了交
通运输产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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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脱贫，干部是关键，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村干部的模范带头

作用。学校结合县委组织部，依托学校优势，每年围绕不同的主题，对全县
干部党员进行分层次、分阶段培训，2015年来累计培训农村干部6500人次，
使农村干部自身素质普遍提高，带领农民致富的能力大大加强。

 4.开展农村干部素质培训，增强村干部脱贫攻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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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职业
技能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2016年，学校被确定为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试点，立足阜平县产业发展
现状和学校资源优势，重点围绕县内林果、食用菌、旅游等富民产业，采用“学
校授课+基地实习”“外出考察+现场指导”“分段式”“集中式”“分散式”等
各种方式进行培训、实训及跟踪服务，并利用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发布微课件、实施微课教学、进行业务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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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累计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785人，
培育致富带头人185人，
打造精品示范户19家，惠
及贫困家庭200户。通过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民
的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
营能力、社会服务能力显
著提高，不仅解决了“谁
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
解决了“怎样种地”的深
层问题，极大提升了农民
致富能力。

。
孙海军，男，天生桥镇栗元铺
村村民。通过食用菌技术培
训,2016年承包大棚种植香菇,
当年增收4万元,并带动周边十
几户农民实现靠技能脱贫。

 李建利，男，阜平县龙泉关黑
崖沟土地承包户，通过参加职
教中心技能培训，带领当地人
开展樱桃采摘，发展乡村旅游，
使更多的村民走上了脱贫致富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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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辐射带动区域脱贫

    2013年，在国管局的大力
支持下，中国一汽、上汽集团、
长安、比亚迪四家车企入校，
合作建成“阜平梦翔汽车培训
基地”。       
    企业累计投入2000多万实
训设备，建成25个实训室；选
派200余名技术骨干到基地任教，
参与课程开发，帮带专业师资。  
    设立企业奖学、奖教基金，
实施订单培养、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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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专家现场授课



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发展职教   
            志在富民

    2013年5月，以阜平梦翔

汽车培训基地为平台，在保定

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以阜

平为龙头，联合周边10个贫困

县，组建了横跨晋冀两省11个

贫困县的“9+2”职业教育协

作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通过

抱团发展、协同发展，为区域

脱贫攻坚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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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梦翔汽车
培训基地面向
协作区累计招
生3812人，目
前实习、就业
学生已突破
2000人，年均
收入5万元以
上，进一步拓
宽了贫困地区
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了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步伐。

汽车基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占比

建档立卡学生就业前后家庭人均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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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阜平镇耑路头村人，阜平职教
中心2014级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学生。父
亲患有严重糖尿病，长期靠注射胰岛素维
持，没有劳动能力，家境贫寒，仅靠母亲
养羊收入维持生活，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
2000元。 
    2016年7月，陈旭进入南京上汽公司
实习就业，年均工资5万元，当年交给父
母1万元，2017年交给父母2万元，陈旭家
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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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女，阜平县平阳镇北水峪

村人，2015级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学

生。家中有7口人，父亲在外打工，母

亲在家务农，爷爷奶奶腿脚不方便，

常年有病，妹妹在念书，弟弟还小没

上学，家庭贫困。2016年10月份进入

上汽集团南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实习，

2018年4月转为正式员工。从2016年10

月到今年4月，给家中寄回了8万元，

2017年家庭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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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依据自身专业优
势，依托阜平县逸美时光酒店，
阜平县住友、恒友等物业管理
公司，以及阜平县异地扶贫搬
迁、农村电路改造等工程建设
项目，面向周边贫困地区适龄
青年，实施工学结合、半工半
读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近3年，累计有1000余人通
过工学结合的形式完成学业，
为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开创
了一条“学习技术，实现就业”
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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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在总结“9+2”职业教育协作区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国管局会同教育部、工信部、
国资委、国务院扶贫办四部委，发起组建了“北京-燕太片区职教扶贫协作区”，成员涵盖京
冀晋蒙4省6市33个国贫县、51所中高职学校、20余家大型企业。依托阜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合力探索“集团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的区域扶贫攻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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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欢迎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