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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贫困老乡一同迈向甜蜜新生活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群众荷包越来越鼓、医疗

水平直线上升、 破旧村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近年来，这些变化正不断地在三水帮扶的贫困地
区上演。

对口帮扶的省内贫困地区湛江遂溪县、东
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凉山盐
源县、选派年轻干部前往西藏林芝、新疆伽师支
援……面对这些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作为佛
山扶贫攻坚队的一支尖兵， 三水扶贫人多年如
一日用心用情， 因地制宜瞄准关键环节精准发
力，想方设法为贫困户增加收入，千方百计改变
贫困村落后面貌， 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质量
整体提升。 在三水本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带着遂溪、盐源、林芝、伽师等兄弟地区，打赢脱
贫攻坚硬仗，迈向小康新征程。

特10

往年，一到冬天，凉山州
盐源县梅雨镇金山村彝民沈
巫卡心里难免就紧张。 金山村
位于大凉山的深山之中，海拔
较高，加之又是低矮漆黑的土
墙茅屋，御寒效果差。 寒冬之
时，一家人要围着火堆才能熬
过。好在 2017 年，由三水扶贫
协作工作组负责帮助援建的
安全住房完工，沈巫卡一家人
从在大山中搬进了有彩色屋
檐、白色墙面的新房，让一家
人的生活彻底改变。

在 盐 源 县 ， 三 水 投 入
3196.4 万元对 30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进行易地搬迁；投入
4394.4 万元援建特殊困难人
员危房改造 1483 户； 投入
207 万元， 完成 69 户贫困残
疾人家庭危房改造，提高当地
贫困人群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而在遂溪，三水扶贫队伍已经
完成危房改造 964 户。

在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环
境的同时，三水扶贫人还积极
在教育与医疗这种民生事业
上下功夫，全方位提升当地人
的生活质量。

不久前，远在千里之外的
凉山州盐源县梅雨中学的师
生，通过三水教育局赠送的移
动无线互动录播系统，参加了
三水名校西南中学的一场智
慧课堂研讨活动，这正是三水
区教育扶贫攻坚的一次新的
探索。“梅雨中学地处边远山
区，交通闭塞，老师们走出去
学习先进教学经验的机会不
多。 因此这种网络教研活动也
显得尤为珍贵。 ”梅雨中学校
长陈强说，除了有本校教师线
上参与外，每节研讨课还安排
学生在线旁听，极大地开阔了
师生视野。

自开展帮扶以来，三水区
已经有 9 所学校与盐源学校
结对，参与结对的都是三水区
内各学段具有代表性的优质

学校，通过结对为两地学校及
师生交流搭建良好的平台，把
佛山教育的“三水经验”送到
盐源，为当地的教育发展“输
血造血”。

而来自三水医疗方面的
专家，则在提升林芝、伽师、郁
南和盐源等地医疗水平上发
挥着不小的作用。 去年一批医
疗技术人员前往西藏林芝市
人民医院、新疆伽师县人民医
院执行医疗技术帮扶工作。 三
水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杨
轶着力改造西藏林芝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整合医院救护车
资源并实行统一调度，成功帮
助林芝市人民医院通过胸疼
中心认证资格。 三水区人民医
院则向伽师县人民医院捐赠
医疗物资， 包括病人监护仪 2
台、压力治疗系统 2 台、电脑
气压止血器 1 台，大大提升了
医院的硬件水平。 2015 年起，
三水派出临床医疗专家到郁
南县进行对口帮扶，带动郁南
县人民医院整体技术人才从
342 人增至 498 人，病种诊断
从 1000 种增至 1650 种，全麻
手术从无到有……2017 年起，
一批批来自三水人民医院的
支医医生便来到盐源，带动帮
助当地医院提升医疗水平。

在遂溪，民生工程更是全
方 位 推 进 ， 落 实 教 育 补 助
1561 人， 完成危房改造 964
户 ， 享 受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的
3551 人，全部落实医疗保障，
贫困村完成 20 户以上自然村
村道硬底化 134 公里、建设安
全饮用水项目 181 个，实施农
田水利项目超 300 个，大大提
升了贫困村落生产生活的基
础设施。

日益改善的生活环境与
越来越丰富的软硬件基础设
施，托起了贫困人群新生活的
希望，支撑着他们实现千百年
来的脱贫梦。

扶起脱贫凌云志 激活致富内生动力
5 月初夏， 湛江市遂溪县杨

柑镇松树村里甜果飘香。 在自家
的果园里，村民赵尾正忙着理枝
叶、探蜂箱。 赵尾如今已是村里
有名的“脱贫明星”，几年前，他
们家还是典型的贫困户。 妻子身
患重疾、 两个孩子还在念书，全
家仅靠他务农的微薄收入，2016
年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不过，年过半百的赵尾一直在积
极想办法脱贫， 但由于底子薄、
缺资金，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在三水派来的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赵尾获得了小额免息
贷款，扩大了种养规模，率先搞
起了荔枝种植带动养蜂的新发
展模式。 慢慢地成效开始显现，
他的家庭收入节节攀升，让他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在他的带动
下，不少村民加入了“种荔枝 +
养蜜蜂”的甜蜜致富路。 到去年
年末，松树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均已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

这样的脱贫故事在当地并不
鲜见，遂溪县不少村落，产业结构
单一，发展相对落后，村民经济收

入低。 2016 年 6 月，三水开
始对口遂溪开展精准帮扶
工作。在三水的扶贫干部看
来， 扶贫首先是要扶志，要
激发出贫困户自身的脱贫
动力，而扶贫人要做的便是
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有
办法脱贫。

除了像赵尾一样在家
创业致富的，更多的贫困人员希
望出外淘金。在位于三水区乐平
镇的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
司的车间里，何公各、李力挖夫
妇已经是工作了好几年的熟练
工。 两年前，他们从家乡凉山州
盐源县来到三水。 过去为了养
家，他们曾辗转各地打工，由于
李力挖腿脚不方便， 很多厂企都
将夫妇二人拒之门外。 2018 年，
在政府的帮助下， 他们先后来到
三水务工， 如今夫妻俩一年八万
元左右的收入， 让家庭环境改善
了不少。

随着盐源、三水两地深入劳
务协作，三水工厂之中，已经有
上千名凉山籍务工人员在此立
稳了脚跟。

而对贫困青年而言，有了一
技之长，才是长期脱贫致富的法
宝。 去年 8 月底，33 名凉山学子
到达三水区理工学校，在离家千
里之外的三水开启了全新的学
习旅程。这些凉山学子不仅可享
受学费全免、 生活补助金优惠，
还能领到奖学补助、工学结合培
养模式等“礼包”。 毕业之后，他
们还能无缝对接进入到三水企
业工作，实现“一人务工、全家脱
贫”的目标。

最近， 遂溪县建新镇那仙村火龙
果种植基地里， 成片的果树上挂满了
红彤彤的果实。 一排排整齐的火龙果
间，灯光闪闪发亮。“这是一项新的种
植技术。 通过挂灯增加果园里的光
照，年前年后可增收 2 批果实，每亩
年收益增加 1 万多元。 ”佛山市三水
区驻那仙村第一书记吴卫兵说， 这灯
光不仅照亮了当地的火龙果产业，更
照亮了村民的脱贫路。

早在 2017 年， 三水区乐平镇协
助那仙村建起 1000 多亩的火龙果种
植基地，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引进了
火龙果种植深加工企业， 对火龙果果
实、根、茎等全系列进行加工利用。 通
过“龙头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打造了集火龙果种植、销
售、 加工及现代农业旅游于一体的综
合性持续开发式产业项目。 如今，这一
产业基地已成为带动当地人脱贫的聚
宝盆。“我们两口子每个月在基地做工
有 6000 多元的收入， 年底还有分红，
我们还在合作社专家的指导下，种了 6
亩火龙果。 ”村民周炳彬说，他们一家
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在佛山三水区对口帮扶的村庄
中，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 近年来，三

水正在帮助遂溪各条贫困村逐步构建
起主导产业、传统产业、就业等带动贫
困户增收的新格局。 三水区在对口帮
扶的过程中，着力构建产业项目长效发
展机制，整合本地优势资源，形成了村
村有主导产业的发展态势，通过产业带
动帮扶村和贫困户增收，筑牢了脱贫基
础。 目前，三水已协助当地建成产业项
目 83 个，带动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1498
户 6327 人。

而在盐源，三水将佛山放管服、一门
式政务服务等创新做法在当地推广，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两地产业深度合作，着
力做大育强产业市场竞争力。 据了解，
累计引导东部企业到盐源县开展产业
扶贫对接达 15 次， 成功引导 2 家东部
企业落地盐源县开展产业投资合作，
在盐源县开展了 2 个扶贫产业园区产
业发展载体全链条产业帮扶项目，引
入 4 家企业入园开展产业投资合作。
一系列的产业、 项目不断增强对口帮
扶造血带贫活力， 为当地带去了实实
在在的改变， 目前产业投资合作企业
累计在盐源县实现投资额逾 4452 万
元， 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6 人
就业， 利益联结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263 人分红受益。

引入产业扶贫活水 激发脱贫攻坚活力

全面提升生活品质
脱贫成果惠及百姓

文 / 图 张韬远 三宣

那仙村驻村第一书记
现场指导农户种植技术

三水帮助援建的金山村新貌

定点帮扶“组合拳” 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工行总行的统一安排

下，工行广东分行于 2020 年 3
月开始点对点帮扶国家级深度
贫困县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
截至 2019 年底，金阳县还有贫
困人口 2.8 万人， 贫困发生率
高达 14.6%，脱贫难度极大。

为帮扶金阳县实现稳定脱
贫，该行成立“一把手”挂帅的
对口四川金阳县扶贫工作专项
领导小组， 按照“当地有所需
帮扶有所应”的原则，结合当地
实际需求，拟定了“产业扶贫 +
消费扶贫 + 民生扶贫 + 就业
扶贫”的工作方案，投入充足资
源和力量， 帮助贫困地区引进
资金、企业和技术，深挖消费扶

贫潜力，既输血又造血，通过这
一套扶贫“组合拳”有效解决实
际问题。 2020 年 4 月 28 日，该
行向全辖发起消费扶贫倡议，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辖内各级机
构累计购买金阳县农产品突破
1000 万元。 2020 年 6 月 3 日，
工行广东分行再携手三家企业
向金阳县丝窝乡丝窝村脱贫攻
坚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捐赠
资金 1100 万元。该项目是当地
重点脱贫攻坚项目 ， 总投资
1.48 亿元。 项目达产后， 预计
可实现年出栏优质生猪 4 万
头， 存栏 2 万头， 年销售收入
4290 万元， 惠及贫困户 2848
户、14841 人。

茛2018年 ，工行广东分行开办首笔
光伏扶贫项目贷款业务 ， 累计投入1.3
亿元贷款支持韶关曲江粤电新能源公
司光伏扶贫项目建设 。 该项目现已建
成投产 ， 不仅能提高地区供电能力和
工业产值 ， 项目配套投入的扶贫资金
收益可帮助曲江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29户、4094人脱贫。

广东
工行
文 / 戴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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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制保障 为有源头活水来
解锁扶贫新模式 万水千山只等闲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 工商银
行广东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工
行总行精准扶贫、 致力脱贫攻坚战
部署，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扎
实推进精准扶贫， 播种了一颗颗金
融种子， 结出了扶贫路上的累累硕
果，助力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
和总行的战略部署， 充分发挥
金融扶贫攻坚的优势， 抓好扶
贫攻坚全盘棋， 工行广东分行
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在全辖共设立 144 个扶贫服
务网点， 派出 82 名扶贫干部
到各级对口扶贫村驻点， 并建
立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对
口帮扶机制， 多措并举推进金
融扶贫。

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必
须引入金融资金这潭活水。 工

行广东分行充分
利用金融支持扶贫
的政策，为个人和区域
精准贷款，解决资金后顾
之忧。 截至 2019 年末，
该行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
额 34.8 亿元， 比年初净增
4.9 亿元；在全省 28 个贫困
县贷款余额为 272 亿元， 较上
年增幅为 13.6％， 比全行贷款
增幅高 0.2 个百分点。 近五年，
该行扶贫帮困经费投入、 员工
扶贫捐款累计超 2700 万元。

2019 年末， 工行广东分行对
口扶贫村———广东省阳江市九三
村提前实现了全面脱贫。 2016 年
4 月， 该行与九三村确立对口扶
贫关系。 四年多来，工行广东分行
派驻的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进
村入户，累计投入资金 470 万元，
以实际行动落实精准扶贫帮困工
作，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
式”扶贫转变，该村农民收入、集
体收入、村道建设、饮水安全、水
利和电力设施、 电视信号和宽带

网络、公共服务、党组织建设等方
面均得到明显改善。

在九三村扶贫方式转变中，
工行广东分行首先因地制宜，把
培育产业作为激活脱贫攻坚内生
动力的根本出路， 成立了阳江市
阳东区九三种养专业合作社，通
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合作
社 + 种植大户 + 农户”等模式发
展产业。 如，该行使用财政扶贫资
金 51 万元支持当地 14 户贫困家
庭养殖黄牛、猪、鹅和种植沙糖桔

等， 并提供种养殖技术及销售渠
道支持， 帮助贫困户每年户均增
收 6000 元，充分激发九三村民脱
贫致富的动力和干事创业的精
神。 同时， 该行通过提供信息服
务、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免费服
务， 助推贫困对象提升就业创业
能力，多方面、多渠道、多形式为
贫困群众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
先后有 22 名贫困人员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 分别在广州、佛
山、 阳江等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岗位。
此外，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工行广东分行每年投入 5 万元，
以助学金方式资助九三村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加大教育帮扶力度。
2019 年 11 月又一次性投入 50
万元资金设立对口帮扶九三村教
育扶贫基金， 用于资助该村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和当年列入低保
户、孤儿、事实性无人抚养贫困学
生，解决其上学难的问题，达到扶
贫先扶智目的。

扶贫路上，依托工行融 e
购电商平台，工行广东分行通
过建立扶贫产品专区、开展扶
贫专项活动，凝聚社会各界力
量形成扶贫合力，有效帮助贫
困地区商户扩大客户群体和
销售规模 。 2020 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该行实施消
费扶贫“春暖”行动，更结合当
下最时兴的网络直播推动融 e
购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为四
川、 贵州等地国贫县农产品带
货。 2020 年 5 月 20 日，工行广
东分行与四川分行联合举办
“扶贫美食汇”网络直播，为四

川凉山州金阳县农特产品带
货。 直播在金阳县连绵高山上
的十万亩索玛花海中进行，吸
引众多网友关注， 两个多小时
成交量达 180 万。

有了“电商 + 扶贫”“直播
+ 扶贫”的扶贫新模式加持，让
扶贫工作跨越山川河流， 在广
东和全国各地贫困地区之间架
起了一道爱和希望的彩虹 。
2019 年至今该行购买中西部、
省内等贫困地区农产品金额超
1700 万元，并通过融 e 购电商
平台带动国家级贫困县扶贫产
品销售额约 7500 万元。

对口帮扶“造血” 春在千门万户中

2020年5月27日，工行广州分行举办“羊城乐享·e站购，扶贫助农好时候”扶贫直播活动，为四川、贵州等地的贫困地区农产品带货

荨2015年以来，工行广东分行连续
六年举办 “茂名荔枝网上行 ”活动 ，利
用工行 “融 e购 ”电商平台助力农户拓
展荔枝销售。 2015-2019年 ,累计助力销
售荔枝逾9万斤，销售额超350万元。

播金融种子 结扶贫硕果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广广东东分分行行金金融融精精准准扶扶贫贫之之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