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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 治国
之要。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当作国计民生的大
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 是新时代做好 “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时
隔6年再到广东考察 ，第二站来到
清远英德市 ， 为广东新时代 “三
农”发展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在清远英德的电子商务产业
园 ， 习近平走进青年电商创业培
训中心 ， 询问学员们的学习收获
和未来规划；并强调 ，要下功夫解
决广东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 ，
力度要更大一些 ， 措施要更精准
一些 ，久久为功 ，把短板变成 “潜
力板”；要发挥粤东粤西粤北的长
处和优势 ，促进一 、二 、三产业均
衡发展，不断拓展广东发展空间 、
增强发展后劲。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习近平
在英德连江口镇连樟村 ， 走进村
公共服务站 、 扶贫玩具加工厂车
间和贫困户家中 ， 关心村民的生
活状况。“生活怎么样”“有哪些困
难”等令乡亲们倍感振奋。

“总书记时刻牵挂着我们 ，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越
来越幸福 。 ”通过在家门口就近
就地就业 ，成功摘掉贫困户 “穷
帽子 ” 的 连 樟 村 村 民 陆 国 光 感
慨道 。

“我一直惦记着贫困地区的
乡亲们，乡亲们一天不脱贫 ，我就
一天放不下心来。 ”习近平指出 ，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 脱贫
致富一个不能落下 。 要一代接着
一代干，既要加快脱贫致富 ，又要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向现代化。

几十年来，广东推动扶贫工
作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与
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从政府独
奏向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的大合唱转变，从外来“输
血式”扶贫向内生“造血式”扶贫
转变。

去年，广东出台《关于打赢
脱 贫 攻 坚 战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 年 ）》， 并实施就业
扶贫“1+4”行动，多渠道促进贫
困劳动力稳定就业。仅 2018 年，
全省 5.8 万名贫困人员享受技
能培训帮扶， 共有 29.8 万贫困
人员实现就业， 人均就业增收
1.8 万元。

通过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

色优势， 广东产业扶贫扎实推
进，2018 年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 33.27 万个， 产业项目收益
14.8 亿元，带动有劳动能力相对
贫困户 70.4 万人增收。

2018 年，广东在财政援助资
金、筹集社会帮扶资金、转移贫
困劳动力就业、 派驻人才支持、
带动减贫数等五个方面取得全
国第一的好成绩，高标准完成了
与扶贫协作四省区协议书中的
各项任务。

据公开数据显示， 至 2018
年年底，广东累计 150 万相对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有劳动力贫困
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 9600
多元，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
障”总体实现。

近年来，英德市把发展农村电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大众创业”
的农村电商发展格局；并在省定贫困村连樟村建起现代农业标杆性示范点，通过现
代农业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电商带动村民增收

【总书记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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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通英德城乡
2019 年是广东脱贫攻坚决

战之年，要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目前，广东集中兵力攻克坚

中之坚，紧盯未脱贫任务重的湛
江、汕尾、河源 3 个市和雷州等
24 个县，由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挂点督办， 将 8.5 万老病残等无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
兜底保障范围，将近 3 万有劳动
能力的相对贫困人口解决其稳
定脱贫问题。

着力解决“三保障”突出问
题，也是广东脱贫攻坚决战的主
要任务。 广东发挥各级教育、卫
健、民政、住建、人社等行业部门

的作用，把学杂费减免和生活补
助政策、基本医疗 + 大病保险 +
医疗救助“三道保障线”、危房改
造等政策落实到位，确保到 2020
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村村通自来
水任务。

广东还积极开展脱贫工作
“回头看”，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
贫困人口及时纳入帮扶范围。 严
把脱贫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标
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
加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劳
务协作，健全“一对一”帮扶机
制，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多渠
道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见证人说】{

根据中央部署，到 2020 年，
全国要全面实现脱贫。 接下来一
年多时间里， 广东将立足实际，
着力解决制约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突出问题，重点解决“五个不”
问题。

着力解决产业扶贫带动能
力不强的问题。 连片打造特色优
势扶贫产业， 拓展产业链条，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社会化服
务体系，规范发展资产收益扶贫
项目， 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增
收致富。

着力解决就业扶贫稳定性
不高的问题。 珠三角各市将加强
就业指导和跟踪服务，鼓励企业
到对口帮扶市投资兴办企业，吸
纳当地的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
就业。 粵东粵西粤北各地积极开
拓就业岗位，增强贫困劳动力就

业的稳定性。
着力解决“三保障”不到位

的问题。 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力
度，着力加强健康扶贫，努力实
现小病不出村（镇 ）、大病不出县
（市）等。

着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不
达标的问题。 将加快推进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 2020 年
年底前贫困村 20 户以上自然村
实现集中供水全覆盖，2277 个相
对贫困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
率达 100%。

着力解决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不规范的问题。 将全面加强扶
贫资金管理，坚持资金跟着项目
走、计划跟着项目走、审批跟着
项目走， 精准用好扶贫资金，完
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确保
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爱群 林洁
执行统筹：吴江 马勇 陈春凝

●截至 2018年 8
月底， 广东共动员21
个地市、1.8万个党
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近 6.5 万 名 驻 村 干
部，投入近1000亿元
开展扶贫工作，累计减
贫240多万人。

●截至2018年年
底， 广东累计150万
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4.54%降至0.3%
以下，有劳动力贫困户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提
高到9600多元。

●2018年， 广东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33.27万个， 产业项目
收益14.8亿元；2277个贫困村
建有农业特色产业4578个，成
立农民合作社5388家， 参与农
业产业扶贫的农业龙头企业达
932个；销售扶贫农产品近300
亿元。

●目前，广东对口帮扶桂川滇
黔4省（区 ）、14个市（州 ）、93个
贫困县，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00
多亿元，选派党政干部718人次，
专业人才支持7741人次， 实施
帮扶项目4149个， 带动被帮扶
省区344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符 畅 彭启有
通讯员 黄振生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要要让让短短板板
变变潜潜力力板板

原本每斤不到 1 元的红薯， 加工成
红薯干能卖 15 元一斤；曾经每斤 0.5 元
都无人问津的杨桃， 如今 8 元一斤还供
不应求；曾经“烂在地里”的农产品，现在
已成淘宝爆款。 英德果康源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宋勇辉说：“这得益于农村
电商的迅速崛起和发展。 ”

2015 年 8 月，英德市电子商务产业
园投入使用， 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产
品展销、电商运营、人才培训等一系列针
对性服务。 目前， 产业园的农特产品
O2O 体验馆，已有 55 家企业入驻，线上
线下销售约 400 多种英德特产。

2016年6月英德又启动电商扶贫工

作，逐渐构建起“一个产业园孵化基地+
多个农村电商平台” 的电商扶贫“1+N”
体系。 目前已累计培育电商扶贫企业56
家，打造电商扶贫产品特色品牌33个，带
动贫困户就业或从事相关种养产业超
4000人，约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10%，
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约1000元。

去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德电子商
务产业园考察后， 产业园由“一馆三中
心”扩展为“一馆八中心”，在原来的电商
服务中心、 青年电商创业孵化中心等基
础上，增设了电商党群服务中心、网红培
育中心等。在销售平台方面，运营方还上
线抖音、快手、拼多多和微信商城，实现

农产品多渠道销售。
英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涂志

坚表示，自 2015 年推动农村电商工作以
来， 英德全市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已从
2015 年的 8000 万元变成了 2018 年的
7 亿元以上，年均增速达 110.85%，今年
上半年更是达到了 5.6 亿元。

未来， 英德将持续推动农村电商发
展， 以电子商务产业园示范点建设为契
机，打造“电商 + 致富带头人 + 贫困户”

“电商 + 农业龙头企业 + 贫困户”“电商
+ 专业合作社 + 贫困户” 等多种利益联
结模式，引导农户对接市场，带动贫困人
口就业创业，脱贫增收。

连樟村位于英德市连江口镇东南
部，村里山多地少，人均田地不足半亩，
集体经济匮乏。 2016 年被核定为省定相
对贫困村。

“以前一家四口人仅靠种一亩水稻
田勉强维持温饱， 两个孩子的学费基本
是向亲戚、邻居借。 ”连樟村村民陆国光
说，曾经生活的担子很重。

2017 年村级两委换届，连樟村党总
支部优化了村两委班子， 推选年轻退伍
军人陆飞红担任“头雁”。 乡亲们的生活
开始逐步改善。

陆飞红介绍， 以前连樟村主要种植
砂糖桔、麻竹笋，看天吃饭、产业单一，

2012 年全村人均收入才 4000 元 / 年。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 连樟村
树立“党建 +X”的工作理念，借助扶贫
工作队和碧桂园的帮扶力量， 落地了大
棚蔬菜生产基地、灵芝公园、玩具加工车
间等项目，带动 25 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户均年增收 400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 106000 元。

“我在灵芝公园种植灵芝，现在一个
月能有 2000 元左右收入。日子比以前好
多了。 ”陆国光说。

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德考
察， 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
方向。 目前，连樟村坳背、甜塘等 5 个自

然村已通过英德市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
村示范村（示范标准 ）验收。 截至今年 5
月 28 日， 已有超过 20 万人次到连樟村
参观学习和旅游， 连樟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红色旅游村。

今年， 连樟村还成立了广东清远连
樟农贸有限发展公司， 通过公司统一运
营管理、村民参与合作的方式，保障村民
收入稳定、无后顾之忧。 同时，一座新的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也即将在连樟村拔
地而起。 据介绍，示范园投入 4000 万元
建设， 目的是将其打造成集现代农业生
产示范、农产品新品种选育、休闲观光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标杆性示范点。

总书记鼓励我多为农民卖农产品

累计 150 万相对贫困人口脱贫
突破

紧盯脱贫任务重的 3 市 24 县
现状

明年重点解决“五个不”问题
目标

从地地道道的农民变为淘宝销量冠
军 ，再到带动120多户农户脱贫致富 ，宋
勇辉的创业故事 ， 是英德市通过电商激
活农村经济 、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
缩影。

接触电商前 ， 宋勇辉承包了100亩
左右土地种植水果 ，但身处偏远贫困村 ，
交通闭塞 、信息不畅 、销路不通 ，他看着
辛苦种植的水果成堆烂在田间 ， 心里苦
恼又焦急。

转机出现在2013年底 ，他参加了广
东省“百万农民学电脑”粤北片区 （清远 ）
培训班，开始“触网”，转型做起了电商。

最初 ， 他将自产的黄皮等水果放到
淘宝销售，但水果大多烂在了运输路上 。
经过不断探索与改良 ，水果包装 、保鲜等
难题得以解决。

“做电商不能只靠推广 ，品质不好照

样留不住客户 。 ”宋勇辉说 ，正因为重口
碑 、讲质量 ，他的网店销量迅速提升 ，杨
桃 、 黄皮等多项产品经常排名淘宝销量
第一，还被评为“金牌卖家”。

销 量 上 去 了 ， 自 家 水 果 不 够 卖 。
2015年初 ，宋勇辉牵头成立了果康源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 ，并于2016年入驻英德
市电子商务产业园 ， 探索出一条 “合作
社+基地+农户+互联网 ”的致富路 ，发动
当地及周边农民共同种植、共同致富。

2018年10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在英德电子商务产业园考察时 ， 来到
果康源展销部 ，关心货架上红薯干 、桑葚
干、无花果干等农产品的销路。 回想当时
的情景，宋勇辉仍激动不已。

“总书记问道 ，你是怎么把农产品卖
出去的 ？ 我说 ，通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 ，
主要依靠电子商务 。 总书记说 ，很好 ，要

多为农民卖农产品 。 最后他还祝我生意
兴隆，红红火火。 ”宋勇辉说。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给了他
发展信心 ， 也给了他很大启发 。
“我们现在的短板就是太粗放 ，
很多初级农产品没有生产许可
证 。 ”因此 ，今年 ，他还将筹集
300万元 ， 新建3条农产品加工
生产线 ， 通过现代化技术 ，为
农产品安全提供保障 。
“到时 ， 可以将生产效
率提高10倍 ，带动500
户以上的农户致富奔
康。 ”宋勇辉说。

宋勇辉
受访者供图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广东篇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脱脱脱脱贫贫贫贫致致致致富富富富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不不不不落落落落下下下下
乡乡乡乡村村村村振振振振兴兴兴兴走走走走向向向向现现现现代代代代化化化化

平坦的硬底公路，新建的停车场和游客服务中心，一片片鲜花盛开的花海……
开车驶入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跃入眼帘，到处生机勃勃。

从省定相对贫困村到宜居宜业新农村， 连樟村的蝶变是广东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落实见效的缩影。 沿着总书记指明的道路，牢记总书记考察广东时的殷殷嘱托，

广东奋力前进，去年对 2217 个省定贫困村进行投资建设，每个村投资 1500 万元，以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

日前，《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印发，提出要在全国率先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美丽乡村建设正绘就大美广东宏伟蓝图。

英德电子商务产业园

连樟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努力实现脱贫致富

再增五个职能中心和多条销售渠道电商产业园

从“贫困村”到现代农业生产“示范点”连樟村

�� 山山多多地地少少的的英英德德连连樟樟村村曾曾是是““贫贫困困村村””,,通通过过产产
业业扶扶贫贫，，村村集集体体纯纯收收入入去去年年已已超超 1100 万万元元

【广东改革成就】

{
广东扶贫工作不断探索行之有

效的经验做法，实现从外来“输血式”
扶贫向内生“造血式”扶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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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广东始
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最大民生工程， 先后实施了山区开
发、八七攻坚 、“十百千万工程 ”、扶贫
“双到”、脱贫攻坚等战略举措，探索出
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贡献了广东力量和智慧 ，提
供了广东样本。

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