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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 南埔村集体经济收
入 31.6 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134.89 元，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 13152.65 元 ；47 户 228 人 相 对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相对贫困村全

部出列 。
●计划投资 1600 多万元，规划

实施 17 个新农村建设项目 ， 着力解
决水电路讯等基础瓶颈制约 ，加快推
动乡村振兴。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实习生 黄佳仪

对对话话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扶贫拔“穷根”，需有好班子
羊城晚报：刚到村里时 ，面对 “问

题村”，如何打开局面？
彭文城：我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刘

永逊到南埔村后 ， 经调研走访发现 ，
干群关系紧张 、村 “两委 ”班 子 不 健
全 、党组织软弱涣散是当地许多工作
无法开展的重要原因。

于是 ，我们将 “抓党建 、强堡垒 ”
作为驻村后的头等大事 。 为此 ，我们
多次走访村里的老党员 、老干部和村
民，收集各方意见。

在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建 议 下 ，2017
年 ，村党支部抓住 “两委 ”换届契机 ，
吸收了两名优秀党员担任支委 ，并逐
步形成了 “老中青 ”搭档的村 “两委 ”
班子。

与此同时， 驻村工作队还帮助南
埔村升级改造了党群服务中心并建
设村史馆 、 帮助推动村级网格化管
理 、持续开展 “党员入户帮扶贫困户 ”
等活动 ，大大改善了党员群众学习的
软硬件环境 ，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 。 干部队伍团结干事 、比学赶超的
氛围自此逐渐形成 ，村里各项规章制
度逐渐健全 ，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得
以完善。

如今， 村里的干群关系缓和了许
多，村民们慢慢从不信任转为信任，再
到主动配合。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村里
就有 11 名青年小伙子在看到村干部
的行动后， 主动报名做一线防控志愿
者，其中 6 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五月，初夏时节的南粤大地生机
勃勃。 刚忙完手头的资料整理工作
后，彭文城看了看时间，发现离吃午
饭还有个把小时，于是招呼刘永逊和
张圆林两人，一起到村里贫困户陈加
洲、张贤才等人家里走访。

彭文城和刘永逊是汕头市潮南
区南埔村驻村扶贫干部，张圆林是南
埔村党总支部书记。 自 2016 年对口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他们仨搭档上门

“拉家常”的场景，于南埔村村民尤其
是贫困户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扶贫工作队来了之后，村里道
路、环境、卫生都变好了，还建起了
公园广场。 他们对我很关心，常来家
里了解我们的需要、 给我们提供帮
助，还会辅导我的孩子做作业，就像
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陈加洲日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不时竖起大拇
指称赞。

设施惠民，村貌焕然一新
“村里这几年真的是大变样了！

以前到处都是土路、危楼，垃圾也随
处乱扔，台风天一来，经常发生内涝。
现在环境改善了，乡道宽敞了，孩子
们还有娱乐设施可玩耍。 ”村民张燕
清说。

记者在蹲点探访期间看到，南埔
村的道路已基本实现硬底化，平坦宽
敞的进村公路向远处延伸，道路一旁
是整齐划一的传统潮汕民居。 村委办
公楼前，带状的绿地公园广场沿着面
前溪缓缓展开，景色宜人。 如此欣欣
向荣景象，让人很难将南埔村与“问
题村”挂钩。

彭文城担任南埔村驻村第一书
记。 他告诉记者，此前的南埔村是一
个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公共配套不
足的纯农村，村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
和外出务工“讨生活”，村集体每年收
入不到 4 万元。 上世纪 90 年代起，南
埔村因经济差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
题，成了“问题村”。

2016 年，南埔村被列为精准扶贫
相对贫困村，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汕头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对口
帮扶。“翻天覆地”的改变自此发生。

于村民而言，村容村貌的改变最
为直观。 据介绍，在帮扶单位及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驻村扶贫工作队
委托有关规划部门修编了相关建设

规划，对南埔村内各主次干道、内溪
沟渠、 露天厕池等开展全面清理整
治，清除积存垃圾和水浮莲，落实卫
生管理责任。 同时，对村道分片进行
硬底化改造，增设步道、安装路灯，铺
设雨污分流管网； 建设儿童乐园、农
家书屋、卫生站、文体健身活动广场、
农民体育健身苑点等一大批惠民文
体设施； 除险加固农田水利灌溉设
施，让村民喝上放心水。

焕然一新的南埔村，不仅摘下了
“问题村”的帽子，近年来更是先后荣
获广东省卫生村、 汕头市生态示范
区、汕头市平安村居、汕头市平安生
态村居等殊荣。

善用资金，村民收入不愁
今年 52 岁的陈加洲对于村里的

变化感受颇为深切，因为他自己的生
活就在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有了巨大
的改善。

陈加洲告诉记者，他因车祸不幸
落下了病根，几乎失去劳动力，而妻
子因患有甲亢， 一直干不了重活，家
里九口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大女儿一
度濒临辍学。

在入户调查中，彭文城和刘永逊
了解到陈加洲的情况后，立即帮助他
申请办理了低保手续和教育扶贫资
助补助。 如今，陈加洲家中每个人在
年底时， 还能领到一笔无需投入的

“无本” 分红资金。 随着孩子逐渐长
大，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据悉， 为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
金作用，使收益最大化，驻村工作队
和村“两委”积极探索建立资产收益
机制， 将财政扶贫资金由无偿补助
变成有偿投入， 建立财政扶贫资金
投入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 。
在驻村工作队的引导下， 南埔村的
贫困户以财政扶贫资金为股本 ，主
动参与广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和广
东德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资产收
益扶贫项目。 2018 年，南埔村每个贫
困人口实现分红 500 元 ，2019 年分
红 804 元 ，2020 年预计分红可超过
1000 元。

据了解，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南埔村还争取到潮南电信、移动
两家公司的支持，在村党群服务中心
楼顶安装了信号发射塔，每年为村集
体增加收入 3.4 万元。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羊城晚报：金光村从之前的 “金光金
光 ，穷得精光 ”到现在走 “金光大道 ”，您
认为其中关键是什么？

王韶松：首先在于党建引领 ，发挥党
员传帮带作用，将党建与扶贫工作深度融
合来发展产业。此外，交通因素也很关键。
金光村目前的产业有南药 、蜜柚 、荷花基
地与旅游等， 这些虽然都不是交通产业 ，
但“交通+”带动的效果非常明显。 我观察
过 ，在全国产业发展好的乡村 ，交通条件
普遍也较好 。 可以说 ，没有 “金光大道 ”，
未必有金光村的现在。

羊城晚报：未来如何继续打响金光村
特色品牌？

王韶松：我们计划在村里打造网络直
播室 ，进行村民培训和 “网红 ”打造 ，通过
直播平台推动网络带货 ，如在柚子节时进
行直播 。 再者 ，打造 “金光印象 ”旅游项
目 ，将荷花观赏 、4.5 米宽的绿道骑行与
烧烤场 、采摘草莓葡萄等相结合 ，进一步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通讯员 粤交综

河源
紫金县金光村
交通扶贫
铺就“金光大道”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 2019 年 ，金光村 33 户贫困户 、相
对贫困人口 121 人 “八有 ”指标全部达
标 ，相对贫困村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
帽 ；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452 元 ，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0114 元，村集体收入达 35.5 万元。

●建档立卡在校贫困生 26 人全面
落实教育补助，发放率 100%。

●符合购买养老保险的 53 人 ，已
全部购买了养老保险 ；符合领取养老保
险金 35 人， 已全部申领； 全部贫困户
纳入大病保险救助范围。

汕头
潮南区南埔村

党建引领
“问题村”山乡巨变

对对话话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交通 +”带动效果
十分明显

“要赶在雨季前后全部种完，雨
水多一点，农作物成活率就高一点。 ”
日前，在河源市紫金县九和镇金光村
的南药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骆玉辉
和几十名村民爬上山坡， 抡起锄头，
将有机肥翻耕到泥土里化作养料，开
始孕育新的生机。

骆玉辉告诉记者，该基地规划范
围共有 1300 亩， 已种下岗梅根、三
叉苦、南板蓝根、连翘等药材树苗，未
来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当地 1000 余人
就业。

金光村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
口帮扶贫困村。 截至目前，该村 33 户
贫困户“八有” 全部达标， 脱贫率
100%， 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

产业扶贫：
“十里柚廊”结出甜蜜果

地处粤北山区的金光村，因土地
狭小、交通闭塞而“天然贫困”。 2015
年，该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仅 6515 元。
近五年过去， 这一数字已突破 2 万
元，村里产业也愈发兴旺。

漫山遍野的柚子林里，不时有村
民在修剪枝头；农户收拾起荒废的池
塘，养起甲鱼、种起荷花；村里民宿也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少游客驱车前
来……

“脱贫，根本上要靠‘造血’，必须
要引进规模化的产业。 ”金光村原驻
村第一书记郑晓峰说，扶贫工作队在
前期调研后， 发现金光村气候温和、
雨水充沛，是种植红肉蜜柚的理想之
地，因此引进了种植红肉蜜柚的龙头
企业———御园果业，合作建设了红肉
蜜柚产业扶贫基地，打造“十里柚廊”
产业带。 该项目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村委会 + 扶贫
户”的“五合一”运作模式，成为一个
集扶贫、观光、休闲多功能为一体的
农业产业发展基地。

交通扶贫：
将接入湾区“一小时圈”

产业有了，草药、蜜柚成熟了，怎
样才能卖出去？

为此，扶贫工作队充分发挥交通

扶贫的优势，利用河惠莞高速南段即
将穿过金光村并有一个出口的便利
条件，为金光村打造了一条“人便于
行、货畅其流”的“金光大道”———

将县道 X157 线九和墟镇至御临
门温泉度假村约 8.49 公里的公路升
级改造为二级省道，使金光村顺畅连
接河惠莞高速，出入这个粤北山区村
庄变得快捷起来。

2019 年末，这条“金光大道”正式
建成通车。 到 2020 年底紫惠高速建
成通车后， 金光村至深圳车程只需
1.5 小时。

“以前从村里到深圳、惠州少说
要两三个小时，如今我们也融入大湾
区‘一小时经济生活圈’了。 ”金光村
党支部书记李碧瑶说。

“路通财通”，新公路的修成拓宽
了特色农产品的销路，村民的收入稳
步提升，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使村貌焕
然一新。

电商扶贫：
“一站满足”行玩吃住购

在金光生态园的商店里，以“村
长伯伯”为商标的蜜柚、鸡蛋、土猪肉
等商品琳琅满目。 这些特色农产品因
电商平台的兴起而畅销全国。

金光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韶松
告诉记者，扶贫工作队借助“互联
网 +”，提出“创业扶贫”理念 ，和电
子商务公司合作努力打造“村长伯
伯 ” 品牌 。 投资 1000 万元 、 占地
220 亩 的金 光 生 态 园 是 “村 长 伯
伯 ”品牌运营在金光村的线下示范
点，包括民宿 、 采摘园 、QQ 农场 、
水上乐园、露营 、户外拓展等旅游
项目 ，为游客提供农村行 、玩 、吃、
住、购一站式服务 。“线上开花 ，线
下支撑 ”的模式不仅带动了村集体
收入的增长 ， 也解决了 50 多名贫
困村民的就业难题。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南
药种植基地、红肉蜜柚基地等带动作
用，力争将南药种植基地规模扩大至
3000 亩以上、 红肉蜜柚种植规模扩
大至 500 亩以上，同时将金光村农产
品纳入‘村长伯伯’电商平台线上线
下进行销售， 打造金光村特色品牌，
带动村民奔康脱贫。 ”王韶松说。

南埔村党群服务中心与美丽乡容村貌
赵映光 黄佳仪 摄

金光村生态园 王丹阳 摄

插图：李焕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