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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广东稳定现行帮扶政策和驻村工作队至明年 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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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真碰硬 对 6 市、41 县挂牌督战

●2009 年-2015 年 ，广东实施两轮扶贫开发 “规划到户 、责
任到人”，累计减贫 247.6 万人，率先完成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
减贫任务 ；2016 年以来 ， 累计近 16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94%以上的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 ， 创造了解决相对贫
困的广东经验。

●截至目前， 全省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2277 个相对贫
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

●目前全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3.6 万个 ， 带动贫困户
62.8 万人，年人均产业增收 2400 多元。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关头，越要
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
书记在今年3月6日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对全国
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
困村实施挂牌督战，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
各省区市要凝心聚力“战”，瞄准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鼓作
气、尽锐出战，确保如期实现脱
贫目标。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3 月 13 日， 广东省
委、省政府在全省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推进会上决定参照中央做
法， 对省内相对贫困人口较多
的、 脱贫困难较大的 6 个市、41
个县（市 、 区）、93 个乡镇、133
个行政村全程挂牌督战，逐一对

账销号。
从3月下旬开始， 聚焦脱贫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三落实”
（责任 、政策 、工作落实）情况、
“三精准”（识别 、 帮扶 、 退出精
准） 情况、“三保障”（义务教育 、
基本医疗 、 住房和饮水安全保
障） 情况和突出问题整改情况，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6位省领导和41个部门单
位，对韶关、茂名、云浮、湛江、
肇庆、惠州6个市和41个县（区 、
市） 进行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同
时各有关市县也对 9 3个镇和
133个村开展挂牌督战工作。

经过共同奋力攻坚，截至目
前， 全省 161.5 万相对贫困人
口、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
到脱贫出列标准。

各单位坚持督战一体，以
“督”促“战”。

省财政厅与省扶贫办研
究将 6000 万元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用于支持 6 个市开
展挂牌督战。 41 个部门单位
全 部 制 定 挂 牌 督 战 工 作 方
案 ， 选派 190 名干部驻县督
战 ；“一把手 ” 实地 督 战 63
次 ， 分管领导实地督战 118
次 ， 深入 408 个镇 、1300 个
村、2649 户贫困户调研，帮助
解决问题 382 个。 有的部门
负责人遍访了挂牌督战县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的部
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 ， 推动
资源 、力量向一线下沉 ，加快
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短板； 有的部门
积 极 协 调 中 央 和 省 专 项 资
金，加大投入支持力度 ，解决
当地稳定脱贫的痛点难点问
题 ； 有的部门创新推动消费

扶贫、就业扶贫，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在省里挂牌督战的引导推
动下， 珠三角 6 个对口帮扶市
也加强了资金、 人才、 项目支
持，246 个省直和中直驻粤单
位持续加强定点扶贫工作，全
力助战。

上下联动，有挂牌督战任
务的地市全部制定了实施方
案，建立“一镇一方案 ”“一村
一台账”“一户一清单 ”。 同
时，各市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成
效“回头看” 全面大排查，解
决问题、 巩固成果 、 提高质
量。有的市创新开展访贫问效
行动，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 、
边缘户的监测和帮扶 ； 有的
市向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
补贴 ， 推动人工养殖野生动
物转产转型 ， 创设公益岗位
实行兜底安置，千方百计降低
疫情影响。

众志成城， 全省形成了以
督促战、督战一体、上下联动、
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 挂牌督
战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记者从省扶贫办了解到，
通过发现问题列出清单促整
改， 省级督战发现问题 487
个， 督促帮助整改问题 382
个，占 78.44%；协调指导各地
降低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返
岗 人 数 37.3 万 人 ， 返 岗 率
97.3%， 增设公益岗位带动就
近就地就业 17020 人，扶贫项
目全部复产复工 ， 预计投资
43.28 亿元， 新增扶贫小额贷
款 2737 户 1.09 亿元。 同时，
广东着力推动消费扶贫，通过

“战疫战贫 与你同行”暨 520
消费扶贫云上行活动 ，19 个
地市在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
市场开设消费扶贫馆。

截至 6 月 10 日，2019 年
底剩余的 137 个相对贫困村和
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达到

脱贫出列标准。
下一步 ，广东将聚焦“上

半年脱贫退出、下半年巩固提
升 ”的总体要求 ，狠抓问题整
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督战发
现问题在 7 月底前全部整改
到位。将从严从实做好脱贫退
出，6 月底前完成所有相对贫
困人口和相对贫困村退出程
序，第三季度开展脱贫质量专
项抽查，第四季度开展全面考
核评估。

同时，巩固成果防止返贫，
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和动态帮
扶，强化兜底保障，稳就业、稳
产业、促消费、强管理，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影响。 提升对口帮
扶和定点扶贫水平，落实“四个
不摘” 要求， 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
监管。 全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将稳定
现行帮扶政策和驻村工作队至
2021 年 6 月底。

以督促战 汇聚力量打好“收官战”

巩固成果 落实好“四个不摘”要求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总攻冲锋号已然吹响。
当前， 广东各地正积极行动， 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坚决攻下贫困最后堡垒，确保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全省形成了以督促战、督战一体、
上下联动、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挂牌督战取得
阶段性明显成效。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 广东正着力
健全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接续推进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建立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 将稳定现行帮扶政策和驻村
工作队至 2021 年 6 月底。

合力攻坚
啃下硬骨头
更谋长远计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脱 贫 攻 坚 ， 关 键 在 于
“精 、实 、力 ”三个字 。 “精 ”是
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识别要
精准 ， 扶贫台账资料整体要
精细 ， 扶贫产业和民生项目
要打造成精品 ；“实 ” 是指帮
扶总体方案制定要务实 ，驻
村工作作风要扎实 ， 基层党
建基础要夯实 ；“力 ” 是指扶
贫工作要形成合力 ， 扶贫工
作要善于借力 ， 扶贫工作要
激发群众的内生力。

———惠州市龙门县蓝田
瑶族乡上东村驻村第一书记
刘艳军

担任驻村第 一 书 记 ，和
当特警一样 ，都需要 “火眼金
睛”。 不同的是，当特警时，是
要发现蛛丝马迹 、 严打犯罪
分子 ；驻村扶贫时 ，是要把群
众的困难都看到 ， 用放大镜
来一个个细致看，不能漏掉。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
城镇架炮村驻村第一书记
张伟华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
接的脱贫方式，是稳定脱贫的
根本之策、长远之计。 缺乏技
能是贫困户无法实现高质量
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这
一痛点就要加大技能培训力
度 。 这种 “造血式 ”的就业扶
贫 ， 让贫困劳动力端稳就业
“饭碗”，保证了脱贫“成色”。

———潮州市饶平县新圩镇
长彬村驻村第一书记殷秀才

驻村扶贫 ， 群众的信任
就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 百姓
的口碑 ， 就是检验脱贫实效
的镜子。

———云浮市新兴县太平镇
水浪村驻村第一书记何永宁

扶扶贫贫感感言言

南雄古驿道焕发新活力，助推脱贫攻坚 张文 董子龙 摄

伊利
集团

““十十六六字字””方方针针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用用产产业业带带动动““伊伊起起小小康康””

决战决胜 逐户逐人全覆盖摸排

文 /梁怿韬
图 / 受访者提供

“产业链扶贫” “输血”变“造血”更立体化

让更多人获得充足营养，让
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 让受惠对
象不因疾病返贫， 上述三大民
生需求 ， 为社会对精准扶贫的
最基本要求 。 在落实对土默特
左旗的精准扶贫工作上， 伊利
充分满足三大民生需求 。 在完
善民生问题的路上， 离不开伊
利基层员工的努力。

安占国是伊利学生奶团队的
一名普通员工， 他每月定期 2 次
完成对土默特左旗 31 所学校
12000 多名小学生的全覆盖走访
任务，全年配送学生奶 86000 多
件 ， 一年下来走了 19000 多公
里， 相当于近半个地球的距离。
所有这一切努力， 都是为让孩子
们喝上牛奶， 让孩子们有一个健
康的体魄， 让孩子们担负起土默

特左旗脱贫后振兴的重任。
保障下一代营养， 仅仅是满

足扶贫工作民生需求的第一步。
伊利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 提供
了针对性的扶贫方案。 2020 年，
伊利投资 2000 万元， 支持金山
学校建设， 承担土默特左旗内建
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在金山学校的
读书费用， 实施“伊起·向日葵”
行动计划开展心理辅导和社会实
践； 投入 500 万元成立“伊起小
康” 扶贫公益基金， 用于“补短
板、强弱项”专项扶贫活动；组织
专家团队开展巡回诊疗服务，资
助患大病的贫困户， 探索建立扶
贫公益金资助因病致贫、 因病返
贫保障机制。伊利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精准滴灌 ”和
“精准发力”，让群众真正受益。

关注民生 精准扶贫渗透生活每一角落

产业扶贫，被认为是精准扶
贫工作中由“输血”变“造血”的
关键动作。 想要产业扶贫成功，
单靠单一产业的引进发力是不
行的。伊利通过产业实现的精准
扶贫模式，离不开整个产业链对
精准扶贫地区的投入。

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
旗的大阳村，是伊利党建共建的
十个村之一，当青贮成熟进入收
割收购期，村支书吕小平再也不
用为销路发愁，他站在田地旁望

着远处青贮收割时感慨，“村民
的收入提前得到了增加和保障，
真是推进党建惠民生的一项实
事工程。 ”这是伊利通过产业带
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9 年伊利联合产业链供应商
共收购青贮 30468 吨， 仅此一
项， 为 10 个结对村农户创造收
益约 1000 万元， 实打实的惠民
成效赢得了村民的交口相赞。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 伊利倾力打造的“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建成后
仅核心启动区预计就将带动至
少 2400 亿元的产业链经济贡献
值， 提供直接就业岗位约 6 万
个。 2020 年，伊利又筹划发展养
殖业，实施肉牛代养项目，按照
500 元 / 头的标准给予补贴，按
照市场价进行回购。

立体化的“产业链扶贫”，使
伊利从源头为脱贫攻坚注入活水，
真正变“输血”为“造血”，让贫困群
众彻底走向脱贫奔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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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是一处拥有丰
富自然资源的多民族聚居地。 随着众多吻合当地自
然和人文资源的新兴产业进驻， 土默特左旗正走向
高质量发展道路。 来自土默特左旗的我国乳品行业
龙头企业伊利，在土默特左旗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扮
演重要角色。2020 年既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
铺设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伊利关注着“出生地”当中，
每一位需要帮扶奔小康的对象。

2020 年 6 月 17 日，“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敕勒川 30 万头奶
牛生态牧场示范项目暨国家奶牛核
心育种基地” 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举行， 该项目全部建
成后，奶牛存栏量将达到 30 万头；
除了满足伊利自身的奶源需求，项
目当中包含的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基
地，将具备年度培育优秀种公（母）
牛 500 头以上的产能， 优质的奶
源，将从土默特左旗走向全国。在开
工仪式当天，“伊起小康———伊利集
团助力土左旗脱贫攻坚” 项目亦正
式签约。 通过“伊起小康”项目，伊
利积极响应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关
于精准扶贫的号召。

伊利通过“产业基地精准扶
贫模式” 打造土默特左旗脱贫样
板， 全面助力内蒙古脱贫攻坚和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多年来，伊利
逐步摸索出了全国“产业基地精
准扶贫模式”，持续落实伊利集团
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裁潘刚提
出的“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精准
发力、全面脱贫”十六字方针，以
党建工作引领扶贫工作， 结合贫
困地区的产业特征， 通过发展种
植业、 养殖业等带动贫困群众拔
掉“穷根”，同时积极开展教育扶
贫、 就业扶持等， 实现“精准滴
灌”，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最终实
现全面脱贫和不返贫的目标。 此
次土默特左旗脱贫攻坚项目是伊
利又一次落地伊利全国“产业基
地精准扶贫模式”，助力地方脱贫
攻坚的创新实践。 下文提及的案
例， 有助全国其他处于脱贫攻坚
走向小康的地区共享经验。

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总裁潘刚，曾就扶贫攻坚奔小康工
作，提出“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精
准发力、全面脱贫”的十六字方针。
党建引领，是伊利对“出生地”开展
扶贫攻坚奔小康工作的坚实基础。

据悉，在“伊起小康———伊利集
团助力土左旗脱贫攻坚”项目还未签
约之时，伊利已参与土默特左旗的扶
贫攻坚工作。从 2019年开始，伊利党
委组织 10 个党支部与土默特左旗
10 个村党支部签署党建共建协议，

围绕产业扶贫兴农、 技术扶贫兴农、
文化扶贫兴农开展了帮扶与共建。 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10 个基层结对子
党支部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产
业兴农氛围。 2020年，伊利党支部将
与结对村党支部构成“联建共建体”，
整合专业技术人员智力资源、乡村土
地资源、农民劳动力资源，定期组织
专家教授为村民进行种养殖等方面
的先进实用技术培训，逐步释放乡村
发展活力，实现“手拉手”共建、“面对
面”提升，扶贫兴农惠民生。

梳理“产业基地精准扶贫模
式”实施路径，伊利牵头落实的清
晰扶贫策略得以呈现：近期通过兜
底扶贫、健康扶贫等，保障贫困人
口的基本生活； 中期通过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等，带动大家致富奔
小康；长期通过教育扶贫等，实现
“扶贫先扶智”，达到可持续的“全
面脱贫”目标。 2019 年，土默特左
旗全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与奶
牛养殖相关的工作岗位中获得稳
定收入，真正做到脱贫不返贫。

据悉， 对土默特左旗的帮扶，
仅仅是伊利全国“产业基地精准扶
贫”模式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伊利
深入“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注重
在甘肃武威、宁夏吴忠、河北张北、
黑龙江林甸等地的产业布局。 在甘
肃省典型的“插花型”贫困县武威
市凉州区， 伊利投资约 21 亿元建

设“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
项目”，辐射带动相关产业 6000 人
就业；在宁夏脱贫主战场之一的吴
忠， 伊利从 2010 年起累计投入超
过 30 亿元建厂， 精准帮扶当地
6000 家养殖户； 在国家级贫困县
黑龙江林甸， 伊利投资约 23 亿元
建设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最大的
高端液态奶生产基地，年均纳税额
近 1.8 亿元，新增就业约 3000 人；
2020 年， 伊利开工建设了呼伦贝
尔、兴安盟、巴彦淖尔、通辽、乌兰
察布等多个产业集群项目，将奶业
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为脱贫
攻坚注入源头活水，从根本上推动
实现“伊起小康”。

在伊利的落实下， 伊利全国
“产业基地精准扶贫模式”正在让
更多的地区、 更多的群众走在了
致富奔小康的路上。

脱贫攻坚奔小康
良好模式将从土默特左旗复制至全国各地

荨伊利在党建
结对村收购青贮

茛土默特左旗
第四小学 学 生 ，饮
用伊利学生奶

6月17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敕勒川30万头奶牛生态牧场示范项
目暨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基地”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