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掘资源多条腿走路，全市 137 个相对贫困村去年底全部达到退出条件

乘乡村振兴东风 跑出脱贫攻坚汕尾速度

特142020年 6 月 30 日 / 星期二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彤 /�美编 关彩玉 /�校对 黄文波

文 / 图 赵映光 王漫琪 善美宣

从昔日社会治安问题较
多的不起眼小渔村， 到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 再到游
客们争相“打卡”的滨海旅游
景区……汕尾市城区马宫街
道金町村在短短几年内成功
“逆袭”的背后，是当地坚持
党建引领， 着力推进基层治
理能力提升的不懈努力。

据金町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威介绍， 金町
村原村党支部因班子战斗力
不强、推进工作不力等原因，
曾被定为软弱涣散党支部。

几年前， 在上级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金町村
党组织利用换届契机， 选优
配强新班子，牢固树立起“党
建引领、 法治先行、 文明塑
造、实践规范、创新发展”理
念，全面落实党务、村务、财
务“三公开”制度，有效杜绝
了农村基层腐败问题， 也赢
得了村民的信任与配合，最
终顺利引进大型央企整体开
发旅游项目。

如今， 得益于旅游项目
的带动， 金町村的房产租赁
效益逐年攀升， 村民们不仅
有房子分， 还能到度假区就
近就业，幸福感、获得感也随
之提升。 金町村的成功做法，
其实也是汕尾市近年来坚持
党建引领， 凝聚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最大合力的一个缩影。

据悉， 汕尾市在去年完
成了 137 个省定贫困村第一
书记、驻村队长的轮换工作，
并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党建
指导员， 举办精准扶贫业务
培训班 25 场次 4000 多人
次， 进一步充实扶贫工作力
量， 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和
驻村第一书记“一线作战部”
和“一线指挥员”作用。

在省挂牌督战基础上，
汕尾市去年经过一轮大排查
后， 把全市脱贫攻坚任务最
重的 10 个镇和 10 个村作为
硬仗中的硬仗来打，采取“一
村一策、一镇一方案”方式分
类推进。

有了党建这根“主心
骨”撑腰，汕尾要从任务繁
重 、 形势严峻的脱贫攻坚
“战场”上迅速突围，还需要
围绕民生兜底工作， 从教
育、医疗、住房等方方面面，
为困难群众系上一条条“保
障带”； 同时还要通过挖掘
自身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
相关产业，以增强自我造血
功能，实现稳定脱贫和致富
奔小康。

作为知名海滨城市，汕
尾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而多样的地形地貌也造就
了当地丰富的农产品、海产品
和畜产品，让汕尾享有“中国
海鲜美食之都”“中国青梅之
乡”“鱼米之乡”等美誉。

汕尾市近年来始终坚持
“以品带业、以业致富、精品
先行”，努力打造了一批包括
海丰大米、虎噉金针菜、陆河
青梅、莲花山茶等“汕字号”
特色农产品品牌， 深受广大
消费者认可和喜爱。

目前，汕尾全市共有 50
多个农产品被评为广东省
名牌农产品，4 个农产品被
评为省“十大名牌”，还拥有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此
外 ， 汕尾还建设有海丰蔬
菜、陆丰萝卜、城区水产、陆
河青梅、陆丰甘薯 5 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海丰特
色水果、陆丰荔枝 、陆河茶
叶 3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项目 42 个，带动贫困户
发展生产。

在推进就业扶贫方面，
汕尾市去年通过组织多个招
聘活动，提供“粤菜师傅”“乡
村工匠”等实用技能培训，转
移就业 （含就近就业）3万多
人， 安排公益性岗位就业人
数250人，有意愿就业劳动力
人口培训约1.1万人。

与此同时， 汕尾各地还
充分挖掘自身的红色文化、
绿色生态等资源禀赋，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坚持探索新

模式，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发展深度融合 ， 达到
“人来了、钱来了、产品出去
了、农民高兴了”的目标。

2019 年年初，海丰县新
山村依靠精品红色旅游产
业已获得超 40 万元的集体
经济收入，贫困户户均收入
从四年前不足 3500 元提高
到 13000 元，全村贫困户全
部实现脱贫。

陆河县水唇镇螺洞村村民
彭志华大学毕业后， 在外地从
事建筑工程多年，2015 年夫妻
俩回到家乡专注养起蜜蜂，几
年间成了全村最大的“蜂蜜专
业户”，还带动村民办起了蜜蜂
专业合作社， 成了当地村民的
致富带头人。

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 螺洞村这个原本位于深山
里的省定贫困村、“空心村”，已
“变身” 风景如画的国家 AAA
级旅游胜地， 不仅人气旺了许
多， 而且成了陆河县乡村振兴
建设的典范， 吸引了诸多本村
村民回归。

如今， 走在螺洞村世外梅
园景区里， 随处可见不少当地
村民在自家楼房门口摆起档口
出售自家种的农产品、山货等，
顺势而为的他们再也不用像以
前一样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
不出家门就可以实现增收了。

其实，像彭志华这样的村
民回归例子，近年来在汕尾市
并不鲜见。 而“彭志华”们的成
功， 除了自身的勤奋智慧之
外，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
引导。

作为全国十三块红色革命
根据地之一， 汕尾的红色革命
资源灿若繁星， 其中大部分熔
铸于乡村。近年来，汕尾市通过
全面整理红色家底， 修缮革命
遗址和烈士故居， 建设红色纪
念馆、红色广场和红色文化街，
加大对红色史料的挖掘力度，
着力打造了多个集民宿、 农家
乐、红色教育、非遗文化于一体
的红色旅游村庄。 看到家乡日
益红火的发展势头后， 不少原
来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汕尾年
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参与到
家乡的建设当中。

群众跟跑
在政府带领下
致富奔小康

产业助跑 挖掘资源实现多条腿走路

2018 年度秋至 2019
年度春发放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生活补助 28110 人 ， 共 8972.51 万
元 ，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

达 97.67% ；全面落实医疗政策 ，帮助 12328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医疗保险 ， 将符合条件
应参加养老保险的 62018 名贫困人口全部落实参
保政策。

2019 年落实危房改造资金 9883.2 万元 ， 改造
1678 户 ；提高低保补差标准 ，无劳力贫困人口每人每月
提至 484 元 ，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有劳动能力建档立卡
贫困户 ，因病 、因残 、因学刚性支出大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398 户 1503 人及时纳入低保范围 ；投入近 3000
万元，解决了 106 条自然村 1417 户贫困户饮水安
全问题。

至2019年12月31日，汕尾全市有劳动力
脱 贫 人 口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4546.05元， 贫困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6927.63元。

晨洲蚝是汕尾
典型的 “汕字号 ”特
色农产品品牌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2019年初，汕尾市共有贫困人口35738
户123280人， 约占全省贫困人口的8%；而
在2019年底，该市137个相对贫困村就全部
达到了退出条件， 相对贫困人口35689户
123081人也全部达到了脱贫标准。

不仅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
下， 汕尾市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发展逆
势实现“开门红”，成为了“全省GDP唯一正
增长的地市”， 并有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居全省前列。

作为经济发展欠发达的红色革命老区，
汕尾是如何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跑出脱贫
攻坚“加速度”，并确保原来相对贫困的群众
在今年和全国人民一起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的呢？

党建领跑 凝聚乡村振兴的最大合力

汕尾市城区夜景图

汕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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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电服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响鼓重槌，从决定性
成就到全面胜利，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6 月初夏，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蒲兴
村，今年新增资金投入的蒲兴村扶贫产业楼正在规
划中，计划 5 个月内完成改造升级村现有旧厂房。

“在种植业、工业投资、农村电商的立体产业矩
阵基础上，再加上扶贫产业楼，可彻底改变以往村
民‘靠天吃饭’的状况。”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委员、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
电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木钦介绍，通过扶
贫产业楼项目，可帮扶壮大村委集体经济，增强产
业帮扶的抗风险能力。

曾经的省定贫困村蒲兴村真正做到长久
“兴起”。

从 2016 年 4 月起， 根据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广东省交
通集团下属联合电服对口帮扶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蒲兴村。作
为国有、高新科技企业，联合电
服在帮扶中，秉承市场化的经营
理念，将扶贫工作的成效纳入市
场化考量中，突出帮扶点的产业
“造血”能力，打造“带不走 ”的
产业。

联合电服党委根据蒲兴村
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禀赋
优势， 科学制定了扶贫规划，合
理安排产业布局，走出了一条生
态脱贫的路子，形成长、中、短扶
贫产业项目稳步发展的局面，让
贫困村人口在绿色发展中得到
了更多的实惠。

目前，蒲兴村已经形成了“5
年短期项目（百香果 、花卉种植 ）
+10 年中期项目（香樟投资）+15
年长期项目（特大型水晶红火龙
果种植）”等 4 个产业项目，合计
投资达 420 多万元，每年带来务
工收入 35 万元以上、 租金收入

32 万元以上， 由此构建了扶贫
长效机制。

截至今年 4 月，蒲兴村的贫
困户 55 户共 117 人已全部分两
批退出贫困户。根据“八有”指标
要求， 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医疗、
住房、教育以及饮用水、通电、电
视和网络、稳定收入来源等帮扶
指标。 其中，贫困户适龄子女应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贫困
学生生活费补助落实率、最低生
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政策兜底率
均为 100%。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实效 ：
2019 年，广东省有劳动力贫困
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脱
贫标准为 8266 元 ， 蒲兴村有
劳动力贫困户家庭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8161 元， 超出省
定脱贫标准的 119.7% ； 全村
居 民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8120 元 ， 超出贫困村退出标
准的 60.4%。 蒲兴村符合条件
的无劳动力贫困户全部纳入政
策性保障兜底。

如何提升脱贫成果含金量？
以产业发展为中心点， 市场

化方式运作， 是联合电服公司扶
贫工作的一大特点。

在主导的种植业产业发展
中，近年来，联合电服通过“公司
+基地+村联社+贫困户”模式，市
场化运作推动种植业发展， 帮助
贫困户脱贫增收。 截至今年5月
底，蒲兴村以火龙果为主体，百香
果、香樟、花卉等为辅的特色种植
产业基地， 合计流转土地300多
亩， 为贫困户和村集体每年增收
超29万元，带动社会投资超600万
元。 2019年， 火龙果产业首年挂
果，并顺利推出火龙果面膜等第二
产业产品，供销情况良好。 火龙果
扶贫产业入选清远市2019年产业
扶贫典型案例，产业帮扶出成效。

引导参与工业项目投资。 今
年3月，为帮助蒲兴村贫困户通过
产业扶贫增收， 联合电服主要领

导通过实地勘察， 引导蒲兴村参
与由太平镇人民政府统筹的清远
市龙湾环保表面处理示范基地建
设，投入扶贫资金200万元到该基
地的污水处理扩容项目。

在谋划农村电商平台帮扶发
展中， 联合电服一方面通过采用
微信、 微店、 Q群、 合作电商推
广等便捷电商销售方式对当地特
产进行销售， 并积极联合第三方
购销平台和渠道资源销售贫困户
的扶贫产品； 另一方面注重培养
电商带头人 ， 成为电商业务能
手。 早在2017年11月， 蒲兴电商
带头人林艳舒获得“2017广东农
产品电商创业带头人”荣誉称号。

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 有效
地实现了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是提升脱贫成果含金量的创
新方式， 也获得了上级有关主管
部门的肯定。

———2018年8月，蒲兴村由清

远市推荐迎接国务院第十九督查
组专项督查， 督查组实地察看了
百香果、火龙果等产业，对特色产
业帮扶成效予以充分肯定。

———2018年9月，广东省委农
办在清远召开粤北乡村振兴现场
会， 充分肯定了蒲兴村“三清三
拆”和新农村建设工作。

———2019年，蒲兴村入选清新
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示范计划，
成为清新区创建生态宜居美丽12个
示范村之一， 获得1个特色村和5个
示范村指标以及500万元资金支持。

———2019年， 扶贫工作队获
得广东省 （2016-2018）脱贫攻坚
工作突出贡献集体称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完
整、系统、综合的目标体系，不仅仅
是一些经济指标。 ”广东省交通集
团党委委员、联合电服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木钦说。 联合电服公
司党委认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要
和乡村振兴紧密、有效衔接，着重
提升蒲兴村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
全国同步迈进小康社会。

羊城晚报: 联合电服在脱贫
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
中，有哪些亮点？

陈木钦： 发挥国企政治优
势，以党建引领促脱贫攻坚是联
合电服扶贫工作的亮点。

在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的领
导下，联合电服公司党委成立扶
贫领导小组和扶贫工作办公室，
由一把手任组长亲自抓扶贫工
作。 公司党委定期召开党委会，
研究讨论扶贫计划、扶贫进展以
及扶贫项目推进情况。 公司主要
领导亲自带队，每年至少两次到
贫困村开展扶贫指导，并安排基
层各党、团支部与贫困村各党支
部开展共建活动。

同时， 精心选派驻村工作队
员和多方争取扶贫资金投入 。
2016年至今，驻村工作队先后共
有5人次驻村开展扶贫工作，目
前仍保持3人在村。

截至今年6月， 总共投入扶
贫资金约1050万元，其中单位自
筹资金约600万元， 争取交通集
团划拨350万元，争取中央、省、
市级财政资金约100万元。

羊城晚报： “产业扶贫才能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是联合电服
总结的扶贫工作经验之一。 为何
这么说？

陈木钦： 产业扶贫只有因地
制宜 ，才能“对症下药 、靶向治
疗”，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
彻底实现脱贫。 在广东省交通集
团的大力支持下，联合电服公司
党委根据蒲兴村本地资源特点，
逐步探索一条适合贫困村发展
的产业模式。

———初期的中草药种植由于
对合作方在种植时机选择 、 技
术支持、 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研
判经验不足， 该产业发展情况
不够理想。

———从百香果种植产业开
始，尝试采用“公司+合作社”的
模式进行项目合作,� 带来了村

土地租金、村民务工等综合收益。
在香樟、 花卉种植项目和投资清
远市龙湾环保表面处理示范基地
中， 则采用固定分红作为每年的
投资收益， 为贫困户及村集体带
来了稳定收入来源。

———在火龙果种植项目，以
村集体和贫困户的扶贫资金入
股，构建“大户带小户”的公司带
动村集体和贫困户共同发展的利
益共享机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当地资源
禀赋打造产业扶贫项目， 创新完
善产业扶贫模式， 才能摸索出了
宝贵的因地制宜经验， 带领贫困
群众走上脱贫奔康之路。

羊城晚报： 如何激发脱贫内
生动力？

陈木钦： 联合电服的扶贫经
验是利益联结才能激发脱贫内生
动力。

“产业+扶贫”的内涵，就是
要发挥产业对贫困户脱贫增收的
带动作用。 蒲兴村在发展产业扶
贫项目过程中， 注重变“资金到
户 ”为“效益到户”，将扶贫资金
提供给带动能力强、 产业基础好
的合作方， 并将资金折股量化到
贫困户头上， 使发展能力差的贫
困户也能享受到股金分红， 建立
贫困户与产业发展主体间的利益
联结机制，激发贫困户主动了解、
参与、融入到产业发展过程，实现
增收致富。

火龙果红了，
蒲兴村的日子也红火

““市市场场化化运运作作””提提升升脱脱贫贫含含金金量量
打打造造““带带不不走走””的的产产业业

对对话话

以党建引领促脱贫攻坚
将扶贫成效纳入市场化考量

精准施策拔穷根 打造产业矩阵

提升脱贫成果含金量 市场化方式运作

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委员 、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木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