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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红寺堡区创建全国异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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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夏坚持易地搬迁扶贫与实施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力争把红寺堡区建设成全国易地搬迁移民
脱贫致富示范区。不容忽视的是,红寺堡区还面临着水资源利用率低、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地沙化等一
些制约瓶颈。加快实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无疑成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
民脱贫致富示范区的着力点。
[关键词] 创建全国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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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for Hongsibao District of Ningxia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on and Migration to Get Rich and Improvable
Xia Li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Ningxia adheres to the overall connection between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rives to build Hongsibao District into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on immigrant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It can not be ignored that Hongsibao district is also faced with some restrictive bottlenecks, such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secondary salinization of soil, desertification of land and so on.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have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creating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ng immigrant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Key words] create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immigrants to get rich and improve; realistic dilemma;
path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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