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24日，陈小平
家正式列入太平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接下来的四年多时
间里， 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的对口帮扶下， 陈小平
夫妻发展种养， 安装光伏发
电，生活一点点好了起来。

陈小平一家有五口人，父
亲已经去世， 母亲年迈多病，
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年纪尚小
的孩子。 平日里，他做些水泥
工，收入多的时候，一个月也
不过一千多元。“以前我家里
比较穷，只靠自己打短工挣钱
勉强养家糊口。 我没有资金、
没有技术、没有经验，不敢冒
险去发展生产。”陈小平说，帮
扶工作队进驻后，帮他们一家
购买了新农合， 发放入股分
红，聘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开

展农业技能培训。 他们家从只
种植番茄， 扩展到种植玉米、
冬瓜、豆角。

除了种菜外，陈小平的屋
后还养了二十多只鸡， 屋顶
上装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原来，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 陈小平申请小额贷款安
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发
电产生的收益一部分用于还
贷，另一部分归自己所有。

陈小平的家庭年可支配
收入从2016年的2万多元提
高到现在的6万多元。 他说，
自己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有想法也敢大胆去做了。 陈
小平的妻子黄朝连也说：“生
活好了，心里比较自在。 把房
子装修好了， 就住得自在一
点。 ”

2019年，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贯彻落实“扶真贫、真扶贫、
真脱贫”扶贫思想，通过实施“七
大招数”，确保了太平村、黄福村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第一招：抓好产业脱贫

太平村以“公司+基地+农
户”形式，引进梅州市强惠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流转贫困户100
多亩农田， 建造大棚蔬菜基地，
与贫困户签订用地、务工和农产
品购销协议，增加了贫困户就业
机会。

黄福村推进贫困户与梅州
市福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
下 简 称 福 悦 公 司）合作，以“公
司+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的
经营形式， 通过贫困户到种植
基地务工， 提高了贫困户的参
与度和受益度 。 该村现有 32户
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与福悦公司
签订了合同。

第二招：采用“以奖代补”方式

实施一户一策，鼓励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自费购买鸡、猪、牛、
鱼苗，养殖一定时间后，经过镇、
村干部、扶贫工作队验收合格，按
照一定奖补标准予以奖补。

2019年、2020年，黄福村分两
批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放奖
补资金约18万元， 为有劳动能力
贫困户每户增加经济收入8000多
元。 此招有效地激发了贫困户自
主发展实现脱贫的积极性。

第三招：用好“小额贷
款”政策

积极为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
户申请小额信用贷款。 太平村为
11户贫困户申请小额贷款， 在自
家房顶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现
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增收5000余
元；黄福村为3户贫困户申请小额

贷款自主发展生产， 每年每户可
增收3000多元。 此举有效地激发
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第四招：实施教育助学

2018年， 帮扶单位通过对黄
福村入户调查核查， 对22户贫困
户在校学生40人进行了教育资
助， 共资助教育资金 18880元。
2016年以来， 帮扶单位教育资助
贫困户学生124人次，共计助学金
52780元。

第五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结合黄福村、 太平村贫困户
实际和当地就业市场需求， 帮扶
单位开办就业技能短期培训班，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有一技
之长。2016年帮扶以来，两村共开
办8期培训班， 培训人员200多人
次， 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提供了技
能支撑。

第六招：提高精准识别度

帮扶单位严格按照“户有卡、
村有册”要求，对贫困户相关信息
和佐证材料认真进行了核实、补
充、整理、归档。 2018年以来，黄
福村收集贫困户各类佐证材料和
准确录入信息1500多条， 太平村
收集贫困户各类佐证材料和准确
录入信息1100多条， 有效提高了
贫困户数据管理水平和扶贫脱贫
的精准度。

第七招：重要节日开展
慰问活动

在重要节日， 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领导都亲赴黄福村、太
平村慰问贫困户。2016年以来，该
局发给两村 86户贫困户慰问金
19.8万元， 慰问品价值1.5万元，
让贫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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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帮扶
太平村、 黄福村的过程中，发
挥文旅职能优势，突出文旅扶
贫特色，提升了扶贫品质。

为两村建文化广场
走进黄福村老年活动中

心， 村里的老年舞蹈队正在
排练舞蹈，跳得不亦乐乎。这
个老年活动中心正是由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捐建。

原来，针对两村文化活动
场所少的实际，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帮扶黄福村修建了
以休闲、娱乐、健身为主要功
能的村文化中心广场，把原村
老年活动中心改造成集会议、
文化、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
村文化活动中心， 并配建有
KTV室、电脑室、图书室等；在
村文化广场中心树立的《奋
进》雕塑，表达了黄福村民“攻
坚脱贫、建设美丽乡村”的坚
强决心和美好愿望。该局还支
持太平村对党群活动中心进
行了升级改造，配套建设了党
员学习室、图书室、电脑室以
及公共厕所，把原村民活动广
场升级改造为村文化旅游中
心广场。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还自筹资金，为两村图书室配
置了图书、书架、桌椅；给电脑
室配置电脑；给村文化活动中
心配备了电视机、 体育用品；
给村文化广场安装了灯光，

配备健身器材； 向太平村、黄
福村分别赠送了价值9万多元
的电影放映机一台。

实施文化进村工程
2018年春节， 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为黄福村打造
了一台“珠江情·梅江韵”迎新
春晚会，在岐岭镇引起了强烈
反响。村民说：“这是我们岐岭
镇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台
戏！ ”这台迎新春晚会只是该
局实施文化进村工程的一个
缩影。 据介绍，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充分利用该局直属
文化单位和机构，实施文化进
村工程，送“戏”、送“展”、送

“影”、送“书”进村，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脱贫致
富注入精神动力。

2018年“七一”期间，该
局直属单位农讲所纪念馆在
黄福村小学开展了“国旗颂”
巡展活动；“国庆节”期间，该
局直属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
纪念馆在黄福村开展了《孙
中山在广州》巡展活动。

此外，该局还依托直属单
位广州市电影演出公司，每月
定期在两村放映一场电影，在
重要纪念日开展电影周活动；
依托直属单位广州图书馆和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组织开
展送书进村活动，2016年以
来，向黄福村和福全小学赠送
图书7500余册， 向太平村赠
送图书3000余册。

4年多来，在帮扶过程中，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夯实党建
之基，助力脱贫攻坚。 其帮扶措
施包括：扶思想，补足村党员干
部精神之“钙”；筑阵地，搭建村
基层党组织活动“平台”； 建制
度， 立起村基层组织建设“规
矩”；强能力，练就村党支部抓党
建、促扶贫“真本领”；转作风，拉
紧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的“情感
纽带”。 这些帮扶措施夯实了村
党组织建设基础， 提升了太平
村、黄福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能力。

4年多来， 该局坚持“真扶

贫、扶真贫”，做到“三个到位 ”
（局领导指导到位、 驻村干部扶
贫到位、机关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到位），把帮扶工作做到实处。 局
领导到太平村、黄福村指导扶贫
工作已成为常态。 2016年帮扶以
来， 局主要领导9次到两村调研
指导扶贫工作，分管扶贫工作局
领导17次到村指导检查扶贫工
作，其他局领导也分别赴村指导
扶贫工作和慰问结对贫困户。 驻
村工作队经常深入工作一线、走
村串户，了解脱贫情况，商讨脱
贫办法，解决贫困户生活生产困
难。 局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与

两村86户贫困户进行了结对帮
扶，并与贫困户签订了帮扶责任
书、承诺书，形成了点对点、一帮
一的帮扶工作机制。

今年5月， 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要负责人赴梅州市开
展文化旅游帮扶和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调研，强调积极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开展村容村貌和
环境卫生的整治， 把太平村、黄
福村建成“干净整洁村”和“美丽
宜居村”。 此外， 发展好扶贫产
业，变“输血”为“造血”，结合两
村实际把帮扶产业做大、 做强、
做实和做出特色。

“文广旅局来扶贫，黄福村
貌日变新， 处处呈显新景点，走
上时代新征程。 文广旅局出大
钱，村址栏室建完全，电脑影印
帮添置， 门口地坪变公园……”
黄福村村民、老党员曾德明所作
《新时代 新景点———颂“广州市
文广旅局”扶贫》描述了该村脱
贫后的巨变。

岐岭镇黄福村有相对贫困
户56户、贫困人口190人。 2016年
开展产业扶贫以来，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帮扶黄福村实施了6
个产业帮扶项目。 其中包括投资
94.8万元与梅州市福悦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合作了两个项目；投资
40万元与五华县琴江新城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40
万元与广东汉光超顺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 投资52.2万元参
与县级扶贫资产收益项目；投资
长乐烧酒业100万元。 黄福村原
驻村工作队队长朱海东介绍，这
6个项目实施后， 每年纯收益可
达18.7万元。

据介绍，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于2017年、2018年投入94.8
万元至梅州市福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作为启动资金，按照“一
村一品、一镇一业”方式发展产
业扶贫项目。 驻村工作队与村
“两委” 干部协助福悦公司集约
了500多户村民的400多亩荒地
种植南薯、香蕉、百香果等农产
品；实行“企业+基地+农户”的
扶贫模式进行收益分红，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

自投资合作以来，福悦公司

履行合约， 一年两次返回本金
和资产收益分红， 同时面向贫
困户和村民提供了80个工作岗
位。 目前，芭蕉芋种植面积扩至
600亩，带动了贫困户和周边村
民种植南薯。 全村共有32户贫
困户与福悦公司签订芭蕉芋收
购合同。

此外，经过帮扶，黄福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村容村貌得
到很大的改善。 2016年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帮扶黄福村以来，
捐建和修缮了村文化中心广场、
村委楼前小文化广场、村沥背文
化广场、村文化活动中心、村健
身广场以及村图书室、 村卫生
站、 村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修
建村路5条， 其中硬底化4条，总
长度1950米。

硬底化的村路、绿油油的大棚
蔬菜基地、 房顶安装的太阳能光
伏、 功能齐备的村文化旅游中心
广场……走进西阳镇太平村，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跃入人们的视
野。 这得益于对口帮扶单位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扶持。

2016年，帮扶单位驻村扶贫
工作队来到太平村时，面对的贫
困现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30
户、贫困人口为77人，贫困户年
均收入只有4000元左右。 如何帮
助贫困户精准脱贫，是驻村扶贫
工作队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公司+基地+农户”形式，
打造一村一品产业扶贫品牌，为
村里贫困户带来了脱贫的希望。
2019年，帮扶单位引进梅州市强
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太平
村100多亩农田， 建造大棚蔬菜

基地， 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对
贫困户的农产品进行收购，建立
完善的产供销链条，增加贫困户
就业机会。

“蔬菜基地就在村里，我在这
里干活一个月约有3000元收入，
挺满意的。 ”太平村贫困户李月清
由衷地说。自从丈夫病逝后，她仅
靠打工常常入不敷出。如今，梅州
市强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太
平村发展蔬菜产业， 为贫困户提
供了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让他们
走上了增收致富的路子。

此外，帮扶单位还帮助贫困
户申请小额贷款在自家房顶安
装太阳能光伏发电。 目前，有11
户贫困户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已
并网发电,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
增收5000余元。 据统计，广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帮扶太平村以

来， 统筹帮扶资金118万元入股
西阳镇经济联合总社，统筹广州
市帮扶资金80万元入股鸣绣谷
家庭农场，统筹50万元发展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 每年收益20.5
万元给贫困户家庭分红。

值得一提的是， 帮扶单位发
挥旅游扶贫投入少、 产值多的优
势，投入资金打造太平村“鸣绣谷
休闲农庄”旅游品牌，建设标准的
旅游厕所、 停车场和餐饮服务设
施， 帮助太平村培训多名旅游服
务人才。现在，“鸣绣谷休闲农庄”
每年可为村获得纯收入8万余元。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驻太
平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王永强告诉记者， 如今，该
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年最低
收入达1.2万元以上，最高7万至
8万元。

太平村：
打造一村一品产业扶贫品牌

黄福村：
帮扶实施6个产业项目为贫困户增收

市文广旅局：
夯实党建之基助力脱贫攻坚

文旅扶贫助力提升扶贫品质

特色扶贫

招式扶贫

“七大招”帮助“真扶贫、真脱贫”

案例脱贫

4年前，太平村共有相对贫困户30户、贫困人口77人，黄福
村共有相对贫困户56户、贫困人口190人；4年后，这两条村顺
利退出省定贫困村行列，全村贫困户、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这4年多来，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口帮扶梅州市梅江
区西阳镇太平村、五华县岐岭镇黄福村，实施产业扶助、文旅帮
扶等措施，通过贫困村民的共同努力，交出了一份含金量颇高
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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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扶贫

黄福村：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黄

福村相对贫困户56户、 贫困人
口188人，都已经退出贫困户、
贫困人口行列，贫困户、贫困人
口脱贫率100%。

2019年， 黄福村56户贫困
户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大病救助等医疗保障体
系。

2016年以来， 黄福村教育
资助贫困户子女共122人，贫困
户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到
100%；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8
户， 危房改造完成率达100%；
完成56户贫困户安全饮水改造
工程和安全用水检测， 贫困户
安全饮水率达100%；56户贫
困户已全部实现了有电、 有电
视信号和网络信号全覆盖。

脱
贫

数
说太平村：

目前， 太平村相对贫
困户30户、贫困人口77人
都已经脱贫， 脱贫率达到
100%。

全村30户贫困户全
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大病救助等医疗保
障体系； 教育资助贫困户
子女共13人， 贫困户子女
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到
100%。

共完成贫困户危房改
造4户， 危房改造完成率
达100%。

筹集资金15万元，完
善配套村饮水工程设施，
对30户贫困户进行了安全
饮水检验、检测，贫困户安
全饮水率达100%。

村民正在观看由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赠送的流动数字放映
机放映的《红海行动》

黄福村福全小学学生在广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捐建的村图书室
看书学习

在太平村任第一书记期
间，王永强做到“先想贫困户脱
贫过上好日子， 再想村集体增
加集体收入”。在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党组、 梅江区的支持
下， 他为太平村引来蔬菜大棚

基地，实现了“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投资50万元）；为太
平村安装 130kW的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 （使用 100万元资
金）； 积极推进消费扶贫进展，
助力贫困户脱贫。

太平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永强

黄福村原驻村工作队队长朱海东
2016年5月23日， 朱海东

到黄福村报到后， 在村委会议
上的第一句话是 ：“我来黄福
村，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竭
尽所能，为黄福村的发展，为黄
福村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到
2019年3月离开时， 他说：“我

想， 我是做到了。 ”2016年以
来，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朱海
东依托当地党委、 政府和村两
委， 按计划顺利推进落实各项
扶贫工作， 实施了各类帮扶项
目达70余个， 使用资金约552
万元。

2019年5月， 莫斯宁任梅
州市五华县岐岭镇黄福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她通
过消费扶贫购买产品、 网络带
货、产品进扶贫馆等方式，协助
福悦公司产品推销， 增加贫困
户收益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完

成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自筹
资金修建的沥背小广场建设项
目，为村民娱乐、休闲、锻炼提
供了方便； 协调申请划拨广东
省扶贫济困日活动定向捐赠资
金用于上坝头机耕道路建设，
方便村民耕种。

黄福村驻村第一书记莫斯宁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摘““““““““““““““““““““““““““““““““““““““““““““““““““““““““““““““““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贫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今年又会是一个丰收年

美 丽 的 太 平
村———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年收入由2万元提高到6万元
陈小平：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