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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
成立了厨师协会，打造厨师培
训基地， 面向全国招收学员，
进一步擦亮‘厨师之乡’的品
牌。 ”城东镇玉水村党支部书
记郭国青指着建设中的厨师
培训基地介绍说，玉水村是广
东省首个厨师之乡，2000 多
人的村庄年薪 20 万元以上的
厨师超百人， 遍布全国 27 个
省份。

郭国青告诉记者，他自己
也是一名厨师，为带旺村里的
人气， 他还带头开了一间以

“玉水客乡乐”命名的农家乐。
郭国青认为，玉水村的厨师资
源是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
人才力量，基层党支部就是要
把这些人才凝聚在一起，共同
带动村民和贫困户脱贫致富。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派
驻玉水村第一书记罗明翔告
诉记者，通过党建引领，扶贫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凝心聚
力，完成了村庄道路、路灯、休
闲广场及景观建设，村容村貌
得到极大改善。 同时，还通过
光伏、金融项目、木耳种植、蔬
菜种植等提高贫困户和村集

体收入，其中依托广东省李金
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
30 亩的精品柚园旅游采摘示
范园，并借助“玉水厨乡”的特
色，研发了“金柚全宴”为主题
的菜式，打造玉水金柚“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农业主导产
业项目。

以党建激活贫困村的内
生动力，凝聚帮扶单位和乡贤
的外部力量，汇聚社会各界的
合力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是梅县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重要措施。 梅县区始终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
一民生工程 ，2018 年 以 来 ，
区党委政府召开了 40 次脱
贫攻坚工作专题会， 区委书
记遍访 32 个省定贫困村，区
主要领导开展了 62 次专题
调研；实施“头雁工程”，推广
党员“三带富”做法 ，实现党
员 结 对 帮 扶 贫 困 群 众 全 覆
盖；召开 13 次领导小组会议
和 17 次脱贫攻坚工作联席
会议， 推动各行业部门分线
作战 ，100%落实行业部门责
任 ，确保“两不愁三保障 ”等
政策落实到位。

“一共种了 200 棵柚子，承包了 3
亩鱼塘，年收入大概三万元左右。 ”莲
塘村贫困户古国伟跟记者说起了自
己脱贫成绩。“我承包了 15 亩鱼塘，
现在每斤鱼能卖到 6.5 元， 一年的收
入接近 13 万元。 ”同村的贫困户叶小
美美滋滋地说。

莲塘村党总支书记古文彬向记
者介绍，莲塘村与玉水村相邻，水产
面积约 200 亩， 金柚种植面积近千
亩，可谓家家户户养鱼和种柚。 根据
实际，村里成立了莲塘村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引进了君利水果专业合作
社，以党员结对帮扶和“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的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
增收。

而在松口镇的大黄村，金柚更是
农民的“金疙瘩”。 大黄村以“支部 +
协会”的形式成立梅县区大黄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和金柚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建设梅县金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 吸引了 28 家金柚专业合作社进
驻园区， 带动周边 9 个镇的 1800 多
户贫困户发展金柚生产， 户均增收
1.5 万元，真正实现“支部 + 协会，群
众得实惠”的脱贫效果。“金柚是梅县
农民的‘摇钱树’和‘致富果’，也是目
前最适合、 效果最好的增收产业，全
区金柚种植面积约 24.5 万亩， 产量

53.3 万吨，鲜果产值 26 亿元，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 40%左右。 ”梅县区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除了金柚，梅县区还注重发展多
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帮扶产业。 如梅
西镇引进广东丰年盛景生态有限公
司打造“光农互补”产业园，公司投资
5000 多万元建设了 5 兆瓦的光伏发
电项目，在光伏板下搭建钢架大棚种
植鸡肉菌，不但吸引贫困户入股项目发
展， 还优先安排 50 多名贫困户劳力就
业， 辐射带动其他贫困户种植鸡肉菌，
走出产业扶贫新路。大坪镇的百亩小龙
虾、百亩肉鸽、百亩油茶林下养鸡基地，
以“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 贫
困户”的模式，将生态循环产业与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同时，梅县区还以“农企帮农村”
产业帮扶模式为引领， 遴选了 18 个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与贫
困村一对一结对帮扶， 通过订单生
产、技术指导、吸纳就业、资金入股等
方式，与贫困户形成稳定的产业帮扶
共赢机制，带动了 1600 多户贫困户，
每年户均增收 4500 元以上。 全区建
成了 19 家镇级电商服务站、32 个精
准扶贫村电商服务点，进一步提升了
农民的“触电”意识，拓宽了农产品销
售渠道，助农增收致富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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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路奔康美丽乡村
绽放幸福花。

走进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芦陵村，新铺筑的沥青路
面干净整洁，石窟河畔新建的松桥公园、芦陵码头和休
闲公园融为一体， 水光山色掩映中民居庭院错落有致，
村民休闲散步怡然自得，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芦陵村是梅县区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一
个缩影。 2016 年以来，梅县区坚定政治站位，凝聚合
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谋划到位、 部署到位、 落实到
位。 全区累计投入 26.1 亿元， 其中 5.1 亿元用于贫
困户产业项目建设、 政策落实等， 共实施扶贫项目
7.86 万个。目前，该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达到脱贫
标准，32 个贫困村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扶贫济困，梅县先行。6月28日，梅县
区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举行，
爱心涌动、善举如流，现场筹得善款3600
多万元。“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
来， 梅县区社会各界和热心人士踊跃捐
款共襄义举，至目前共收到捐款5.6亿元，
这些善款全部用于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梅县区有关负责人说。

得益于各级专项资金、 财政资金和
社会资金的投入和保障，梅县区的脱贫
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 石窟河
畔的白渡镇创乐村，以岭南第一才子宋
湘故居为中心，打造的宋湘纪念公园让
人眼前一亮，成为弘扬优秀文化、激励
教育后人的人文基地。 石窟河而下，丙
村镇芦陵村从“软弱涣散村”摇身一变
成为“美丽乡村的示范点”，村门上“芦
山添秀色举人村里千家富，陵水漾金波
石窟河畔百业兴”的对联既在讲述历史
也在呈现未来。 在石窟河与梅江河交界
处， 粤东最大的文旅项目———中国·梅
州客都人家康养文旅综合体正加快建
设， 全球首台客家文化主题实景演出
《原乡》 让人翘首以盼。 沿梅江河来到
“国际慢城”雁洋镇，以六村联动省级新
农村示范片建设为契机，带动了贫困村
和非贫困村连线连片规划建设，实现要
素互补、协调发展。

梅县境内石窟河至梅江河沿线总长
26 公里，串联白渡、丙村、雁洋镇的 14
个村庄，打造的是一张汇聚美丽乡村、生
态产业、农村改革、乡村治理的精致名片
和样板，是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在“绿水青山”中赢得“金
山银山”。

“宋湘纪念公园的建成对村民来说
就是一种文化的熏陶， 我们的乡风会变
得更文明。”创乐村民宋纯光非常享受家
门口的人文环境。

“一进村门就能看到公园、足球场、
篮球场，环湖绿道风景真是靓。 ”芦陵村
民叶联嘉点赞眼前的美丽乡村。

“在党和国家的帮扶下，我们的日子
变好了，村庄变美了，以后也要搞好自己
的庭院，一起出力建设好家乡。 ”贫困户
杨伟贤由衷感叹。

文 / 危健峰 刘洪桥 谭献之 李思雁

2016 年以来，全区累计投入 26.1 亿元用于脱贫攻坚，目前 32 个贫困村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斗志昂扬战贫困 一路奔康幸福花

全区累计投入 26.1 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工作 ， 其中
5.1 亿元用于贫困户产业项目建设 、政策落实等 ，区级按
政策投入 631 专项帮扶资金 1700 万元 ，2019 年区级财
政投入帮扶资金 5800 多万元， 共实施扶贫项目 7.86 万
个。 目前 ，该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32 个
贫困村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梅县区积极探索“互联网+消费扶贫”模式，获评省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完成 18 个镇级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实现 32 个省定贫困村电子商务站点全覆盖 ，还推动 2
家企业入驻中国社会扶贫网广东馆， 成功上架 37 个产品。
截至目前，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平台，消费扶贫产品销售金
额达 1.6 亿元， 带动贫困户 2733 户。 全区共培育发展区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55 家（省级 23 家、市级 49 家 ）、农
民专业合作社 913 家 （国家级示范社 7 家 ）、 家庭农场
1550 家。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党建领航 斗志昂扬战贫困 产业帮扶 增收致富更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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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是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中国扶贫之路要怎么走？ 不同
的地方在全面脱贫的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中国奥园集团也给出了自己精彩的答卷：“脱贫攻坚
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
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 ”

凭借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三管齐下的模式，
奥园集团在贵州、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安徽等 30 多个
人口大县、贫困县，帮助当地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2017年1月，五华奥园广场建成开
业，当时并没有多少当地人能料想到，
这座县域商业综合体日后能为广东省
的省级贫困县之一的五华县， 带来如
此深刻的变化。 五华奥园广场当天的
营业额就超过了150万元，如今，该项
目一年的销售额有2亿-3亿元，广场内
引入了不少商家进驻， 每年都为当地
带来几千万元的税收。

不仅如此，在就业方面，五华奥园
广场同样发挥了突出的带动作用。 这里
提供了2000多个就业机会，而且它倾向
于招聘当地人员， 优先解决周边村民的

就业需求，特别是贫困户。五华奥园广场
还带动了当地产业的调整升级， 改善了
当地的投资环境， 让众多企业回到五华
县投资， 形成了以五华奥园广场为中心
的商业圈，推动了当地产城协调发展。

五华奥园广场的案例绝非个案。
目前，中国奥园已在贵州威宁、广东五
华、蕉岭、大埔、江西宁都、广西浦北等
30多个贫困县、 人口大县开发大型县
域商业综合体， 其中威宁奥园广场被
列为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 浦北奥园
广场还被国土资源部列为保障用地力
推县域经济发展典型。

兴建一座奥园广场就可以帮助这
么多人脱贫？ 建奥园广场带动当地的
经济发展， 其实是中国奥园集团扶贫
部署的一部分。 在奥园集团看来，“脱
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 既要输血
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
生动力，防止返贫。 ”奥园广场仅是奥
园整个扶贫计划浮现在人们面前的实
体，在其背后，中国奥园的扶贫计划有
着长远的产业扶贫逻辑。

早在2015年，中国奥园集团党委书
记、总裁郭梓宁就完成了《奥园集团县
域商业综合体开发运营策略》 博士论
文， 并在实际的工作运营中引领奥园集
团成立了全国首个县域综合体集团。 奥
园精准扶贫的载体之一———县域综合

体，就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成功实践。
奥园坚持县域项目发展到哪里，

扶贫工作就落地到哪里。 与此同时，奥
园大力推行“公司+农户+商场+电商”
的模式，精心研究贵州毕节、广东梅州
蕉岭等地农产品，投资捐助农户种植，
再通过奥园旗下奥买家跨境电商平
台、奥园广场购物中心、奥园全国的社
区进行销售，通过带动农产品销售，帮
助农民脱贫致富。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 奥园集团还
非常注重因地制宜， 通过整合复合产
业资源，帮助贫困区域产业升级发展。
比如奥园在云南剑川、 广东英德等发
展文旅产业， 通过文旅产业带动乡村
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

中 国 奥 园 集 团 认 为 ，
若要真正挖掉一个地方的
穷根子 ， 教育是重中之重
的根本 。 奥园集团党委通
过对口帮扶贫困学校 、 捐
资助学、 爱心支教 、 开展
“山海对话 ” 等实施教育
扶贫。

2015 年，奥园集团党委
与红军小学全国理事会广州
办事处、 广州市委组织部等
共同组织发起了“山与海的
对话”公益活动，积极开展全

国红军小学结对帮扶、 教育
培训和交流， 每年组织师生
前往广州举行教学培训班和
开展“山海对话” 交流学习
等，目前，参与教育交流培训
的红军小学有 200 多所，助
力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发展。

自 2017 年以来，奥园集
团捐资帮助贵州 100 名大学
生完成大学 4 年学业 （部分
学生 5 年），并与贵州市遵义
娄山关红军小学、 威宁施家
营小学等结对帮扶， 捐赠学

校教学设备，慰问贫困学生、
奖励全县文理科状元及所在
年级班主任。

自 2017 年 2 月起，奥园
集团党委陆续派出 140 余名
党员、团员志愿者前往雷州、
廉江、 化州等贫困学校爱心
支教，为老师、学生们打开外
面的世界。 爱心支教大使们
开设趣味课堂； 利用晚上时
间， 为当地老师培训电脑技
能等， 助力贫困地区教育事
业发展。

为什么奥园集团能打出这么
多卓有成效的“扶贫牌”？ 奥园集
团其实是“早有预谋”。 党的十九
大提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在此
之前， 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奥园集
团就已经开始了扶贫的探索。

奥园集团在 5 年前就早早开
始实施“双十双百”精准扶贫工程，
每年精准扶贫十个贫困村、十所贫
困学校、一百户困难家庭、一百名
贫困学生。 目前，该集团已对口帮
扶了贵州毕节、威宁、遵义，广东雷

州、廉江、化州、英德、梅州，云南、
江西等地区多个贫困村。

通过与贫困村党建共建和
对口帮扶的方式，奥园集团与毕
节市七星关区八寨镇大兴社区、
威宁县可界村等全国 30 多个贫
困村进行精准帮扶，通过捐资建
设村卫生站、 幼儿园等公共设
施、农田水利设施、文化娱乐设
施、捐助农民发展种植业、捐资
慰问贫困户、帮助农民就业脱贫
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村发展和
贫困人口脱贫。

虽然， 奥园集团的扶贫工作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奥园
集团的“慈善为民”仍在路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郭梓宁赴五华县、平远县，帮
助贫困地区解决防疫物资紧缺
等难题，与贫困地区村民携手同
心齐抗疫，脱贫攻坚奔小康。 在
奥园集团党委、奥园慈善基金会
的部署指导下，奥园集团县域党
支部分别向贵州省威宁县，广东
省五华县、平远县、大埔县，湖南
省衡南县、祁东县，江西省大余
县，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等县域
地区捐赠抗疫物资和爱心抗疫
基金， 抗疫攻坚足迹遍四方，凝
聚强大正能量。

正因为奥园在公益事业上的
贡献，6月6日， 在“广州慈善为民
月” 暨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上，中
国奥园集团获颁番禺区抗疫爱心
捐助企业奖。中国奥园集团积极驰
援抗疫， 以大爱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受到与会领导嘉宾高度好评。

如今，奥园集团党委、奥园
慈善基金会积极响应党中央“万
企帮万村”号召，并以“广东扶贫
济困日”“广州慈善为民月”为契
机，在 6 月持续开展就业扶贫招
聘、 爱心支教、“万企帮万村”行
动、“双十双百”精准扶贫专项行
动等“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
振兴”系列扶贫活动，把公益慈
善行动进行到底。

奥园集团党委已助力贵
州威宁 ，广东雷州 、廉江 、化
州 、英德 、五华 ，江西宁都 、大
余 ，广西明德 、浦北等 60 多

个贫困村和贫困学校 ， 资助
村民超 1000 人，资助贫困家
庭超 300 户 ，派出 140 多名
爱心支教大使支教助学。

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三三管管齐齐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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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惊人！ 这座奥园广场为省级贫困县
带来数千万年税收

输血更造血 工作背后长远的产业扶贫逻辑

“早有预谋”！ 酝酿精准扶贫计划
已有五年以上

扶贫已见成效 慈善为民却仍在路上

扶贫必扶智 捐资助学、爱心支教，实施教育扶贫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左图：五华奥园广场
下图：慰问贫困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