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公司负责人一边泡
茶、吃李子，一边讲述泡茶技巧、
儿时的品茶故事以及种李树的情
怀……6 月 9 日晚， 由深圳市南
山区对口帮扶连平县前方指挥部
主办， 连平县扶贫工作局协办的
“生态连平 客家风情” 主题消费
扶贫带货直播会在 3 个直播平台
举行。连平县委常委、南山区对口
帮扶连平县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莫
剑波和当地农产品公司负责人一
齐出镜，为连平优质农产品代言。

本次直播产品有九连山高
山红茶、绿茶、云雾茶，以及三华
李、黑木耳、茶树菇，全部来自深
圳市南山区对口帮扶连平的 27
个扶贫村，包装精良，有品质保
证。 30 万人观看直播并热情留
言互动，最后的销售额更是超出
预期，现场下单金额近 50 万元，
意向线下采购订单金额近 180
万元。 三华李销售尤其火爆 ，被
北京、上海、武汉、深圳、重庆等
地的大客商预订近 60 万斤。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之战的收官之年，南山区对口帮
扶连平县前方指挥部希望借助
当下红火的直播带货模式，开辟
消费扶贫新路径，帮助连平打响
其农产品品牌，帮助连平农户提
升销量、增加收入，脱贫攻坚奔

小康。 ”莫剑波介绍，对口帮扶工
作小组还将通过直播细致展示
连平黑蒜、百香果酒、蓝莓酒、阉
鸡、红薯粉、桃胶、醒狮山定制汤
包等丰富的优质农产品，帮助连
平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记者了解到， 不仅是直播，
深圳紧跟新零售等业态的发展，
更加注重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相
结合，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和服务
融入全国市场。 线上用好本来生
活网、京东“深圳扶贫采购馆”、

“圳扶贫” 小程序， 引导维吉达
尼、百果园、优果汇等电商企业
开展产销对接，给扶贫产业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 线下支持对口地
区参加绿博会、餐博会等展销活
动，建好用好深圳市消费扶贫中
心、福田区对口帮扶地区农特产
品展销中心等商贸流通网点，推
动对口地区特色产品打入深圳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此外， 深圳坚持市场运作、
创新机制，建好用好消费扶贫中
心 （深圳 ）， 发放扶贫产品消费
券，通过各预算单位预留一定比
例资金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以买代
帮”“以购代捐” 等。 2020 年以
来，累计支持对口帮扶地区农特
产品销售近 7 亿元。

为了以先行示范的标准高质
量推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深圳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扶贫
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一大亮点是建立健全领导
推动机制， 包括加强组织领导、
实施市领导挂点指导、充分发挥
部门作用三项措施。

深圳实施市领导挂点指导，
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
制，市委书记、市长负总责。 3 月
13 日， 全市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推进会，全面启动市领导挂点指
导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等分别
挂点对口帮扶地区市或县 2 个以

上，每年调研指导 1 次以上，整合
部门、社会等各方资源、力量，推
动帮扶工作再加把劲，形成工作联
动。 累计有 18 名市领导牵头，实
现深圳对口帮扶的 9 省（区 、市 ）
有关地区全覆盖。

深圳市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
组还下发了《关于做好百色市、
河池市扶贫协作挂牌督战有关
工作的通知》 （ 以 下 简 称 《 通
知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加
压”“加油”。《通知》进一步要求，
结合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实
际情况，落实责任强保障。 挂点
市领导亲自下手抓督战，今年至
少两次与负责结对区相关负责

同志一起研究帮扶工作，
6 月前到挂点县实地了解
情况、研究对策。 市委书记、市
长对挂牌督战负总责，市分管领
导对挂牌督战负综合协调、推动
落实责任，挂点领导是挂牌督战
的直接责任人； 各区委书记、区
长为结对帮扶县挂牌督战的第
一责任人，区分管领导是具体责
任人。

深圳市区领导纷纷前往对口
和挂点的地区调研帮扶，带着责
任、带着感情、带着企业、带着问
题、带着帮扶措施，协调解决了
一大批“当地所需、深圳所能”的
实际困难。

市领导挂点建立健全领导推动机制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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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增强强受受援援地地发发展展““内内力力””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巩巩固固扶扶贫贫成成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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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 深圳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听取深圳对口帮扶、对口支援和
扶贫协作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深圳要聚焦重点
难点， 实施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全面加
力行动，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
“回头帮”，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助力
补齐短板，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
户就业、农业复工复产、农产品销售等
的影响加大工作力度， 集中力量攻克
贫困最后堡垒。 同时，多措并举巩固拓
展对口帮扶、 对口支援和扶贫协作成
果，加大产业、就业、消费、易地扶贫搬
迁和教育医疗等帮扶力度， 不断增强
受援地内生发展动力。

6 月 17 日，深圳市政协主要领导
率队到汕尾市， 深入贫困村和重点帮
扶项目， 就推动精准扶贫工作进行调
研。 调研组了解到，汕尾陆河产业转移
工业园目前已引进企业项目 47 个，其
中投产企业 23 家，2016 年至 2019
年，实现产值 282.2 亿元。而新山村经
过几年对口帮扶， 村容村貌有了巨大
的改变， 已经实现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000 元以
上，成为省内外闻名的“红色村”示范
村、获评“广东省十大美丽乡村”，不少
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这只是深圳开展对口扶贫工作的
一个微小缩影。 6 月 30 日为“广东扶
贫济困日”， 记者 28 日从深圳市扶贫
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了解到，当前，
深圳对口帮扶涉及 9 省（自治区、直辖
市）。 十八大以来，深圳累计投入财政
帮扶资金超过 310 亿元， 累计派出党
政干部人才和支医支教人员约 4000
人次，助推近 160 万贫困人口脱贫，忠
诚践行了“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
民”的初心和使命。

“尚有 9.6 万贫困人口待摘帽，主
要集中在广西百色、 河池的六个贫困
县。 余下的脱贫攻坚对象都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
头’。 ” 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
交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 如何助力脱贫攻坚实现
从取得决定性成就迈向
夺取全面胜利、推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
有机衔接， 这是深
圳眼前的一道
考题。

消费扶贫新路径帮助农户脱贫攻坚 政府搭台企业主导构建帮扶大格局
《关于建立健全扶贫工作机

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社会
参与机制和建立健全市场运作
机制两大制度，发挥市场决定性
作用， 突出全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 包括积极推进产业双赢脱
贫、大力实施劳务协作、深入开
展消费扶贫、广泛动员各界力量
以及创新褒扬激励措施等内容。

长期以来，深圳坚持政府搭
台、企业主导，立足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激发深圳企业到对口

地区投资办企的积极性，引导深
圳产业按照市场规律向对口地
区拓展，重点提高产业对接的集
聚化程度，支持深圳企业建设一
批贫困户参与度高的“菜篮子”

“果盘子”“米袋子”基地、特色产
业基地、产业园区，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

据介绍，深圳现已推动中兴
通讯、比亚迪、中广核等一批龙
头企业到对口帮扶地区建设生
产基地。 今年 4 月 14 日， 由广

东省第二扶贫协作组，广西农业
农村厅、投资促进局、扶贫办和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
深圳龙头企业投资广西农业助
力脱贫攻坚项目投资洽谈会在
南宁举办， 现场签约 4.5 亿元。
茂雄集团在巴马投资 1 亿元的
农产品示范基地和田园综合体
项目 6 月初已率先开工。

接下来，深圳将推动成立深
圳市扶贫开发协会，探索设立深
圳对口帮扶公益基金，鼓励社会

组织通过设立公益基金、慈善信
托等形式参与帮扶。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华
人华侨参与对口帮扶。 同时，探
索成立扶贫志愿者组织，推进扶
贫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专
业化。 深圳还将创新褒扬激励措
施，依法完善和落实扶贫捐赠所
得税税前扣除、税收减免、信贷
支持等优惠政策外，还探索建立
对口帮扶褒扬机制，设立深圳市
对口帮扶“红名单”“光荣榜”。

科技助力为精准扶贫插上腾飞翅膀
2 月 24 日晚，6 辆爱心大巴

缓缓驶进龙岗区长途汽车客运
站，来自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的 112 名务工人员抵深
复工。 记者了解到，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贫困人口就业难的
问题，深圳开发上线了“帮你找
工深圳通”小程序，组织专车、专
列等“点对点”运送，其中，累计
支持广西返深务工人员 19963

人，其中贫困人口占比 38.39%。
都安、大化两县外出全国各地务
工的贫困劳动力回流 444 人，其
中从深圳回流 52 人。 深圳市宝
安区作为对口扶贫协作方，增派
4 名公职人员，利用 1 个多月的
时间， 驻点广西针对性开展工
作。 截至目前，帮助 118 人到宝
安实现再就业。

不仅是小程序，作为“科技

之城”的深圳还用科技为精准扶
贫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者了解
到，今后深圳将构建深圳对口帮
扶信息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供需
对接、跟踪统计、信息发布等功
能。 另一方面，将完善深圳市扶
贫合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
对口帮扶信息采集和统计，实现
帮扶对象、帮扶干部、帮扶措施、
帮扶资金的大数据智能管理。

加强返贫监测预警，深圳还
将做好脱贫数据的纵向贯通和
横向对接，配合对口地区通过农
户申请、乡村报警和大数据分析
预警等方式，加强对不稳定脱贫
户、边缘户的动态监测，紧盯识
别贫困户、认定返贫户、纠正错
退户、清退错评户、确定脱贫户，
切实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
防止反弹。

八成以上资金用于民生项目提升幸福感

记者了解到，深圳立足帮扶
工作实际， 把 80%以上资金用
于民生项目，切实提升对口地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其中，教
育培训是实现稳定就业、斩断穷
根的根本之策。 深圳对有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 大力开展种养、
家政、 汽修等职业技能提升，已
培训 1054 期， 培训近 10 万人
次，支持贫困群众变“靠苦力吃
饭”为“凭技能吃饭”。

对中学毕业未就业的贫困
生，面向百色、河池等对口地区
出台专项政策，按人均不低于 3
万元标准落实助学金、 生活、交
通补助，完成学业后即可在深圳

落户就业。 深圳技师学院、深圳
第二高级技校等目前在读 1012
名。 此外，深圳决定在 3 年内再
招收 2000 名云南昭通籍贫困
家庭学生到深圳就读职业院校，
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已录取昭通
籍贫困学生 1453 名。

据介绍，目前深圳已与对口
地区 326 所学校进行结对帮
扶，援疆教师韩世国在第六次全
国对口支援新疆会议上作典型
发言并获“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
进个人”称号。 同时，开展教育
援建工程， 援建喀什市十八小、
深喀教育园区、 喀什大学等项

目， 建立起喀什市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梯次
教育体系。深河中学已全面建成
投入使用。深圳市属国资国企助
学基金等一批公益助学金，累计
为 18429 名大专以下 （含大专 ）
贫困在校生提供教育补助。

针对贫困山区群众看病难
的问题，深圳还通过实施组团式
帮扶、硬件援建、网络远程诊疗
等方式，提升对口地区医疗卫生
水平。 目前， 深圳与对口地区
140 所医院结对帮扶，重点援建
喀什市人民医院东城分院、塔县
人民医院、察隅县人民医院等一
批重点医疗工程及其专科建设，

其中，塔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二
甲医院，结束了新疆唯一一个高
原县没有二级甲等医院的历史；
援建的深喀精神卫生中心，填补
喀什市没有精神卫生专科的空
白； 各投入 16 亿元的深河人民
医院、深汕中心医院是目前深圳
在建最大的单体援建项目。

根据对口地区需求，深圳还
打造了一批重点住房保障项目。
累计援建喀什、 塔县 25464 套
安居房； 投入帮扶资金 2.6 亿
元， 推动百色市深圳小镇建设，
已安置贫困户 4293 户 18469
人；协助河源、汕尾市完成危房
改造 5472 户。

深圳当前对口帮扶
的 9 省（区、市）列表

加大产业、就业、消费、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医疗等帮扶力度

新疆
对口支援喀什市和塔县

西藏
对口支援察隅县和察隅农场

四川
对口支援石渠、德格和甘孜 3 县

重庆
对口支援巫山县

江西
协作支援寻乌县

广西
重点扶贫协作百色 、 河池

市及其 17 县 ，分别是百色西林
县 、隆林县 、凌云县 、乐业县 、
田阳县 、德保县 、靖西市 、那坡
县、田东县、田林县 10 个县，河
池罗城县 、环江县 、都安县 、大
化县 、凤山县 、东兰县 、巴马县
7 个县

云南
协作帮扶昭通市

贵州
协作帮扶毕节市

广东
省内对口帮扶河源 、 汕尾

市及其 324 个相对贫困村 ，其
中包括河源源城区、和平县、东
源县 、连平县 、龙川县 、紫金县
等 1 区 5 县 ， 汕尾城区 、 陆丰
市、海丰县、陆河县等 1 区 3 县

汕尾南土村的黑香米

深 圳 对 口 帮 扶
指挥部主办的 “饱含
深情 美味河源 ”之经
典客家菜制作评选大
赛在河源举办

深圳对口帮扶
的广西河池建起了东
兰汉科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线

▼

▼

茛“一斤市集 ”暨社
区 消 费 扶 贫 月 启 动
活动在深圳举办

帮帮扶扶清清单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