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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 强机制 创新招 兜底线

各各方方聚聚力力 年年底底前前实实现现高高质质量量脱脱贫贫
文 / 图 陈卓栋 彭纪宁 周颖森 谭耀广

在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 毅叔的柑普茶
店每天都准时开门迎接客人。

记者了解到， 身患肢体残疾二级的他四
年前被纳入古井镇精准扶贫对象。 当地政府
帮他协调孩子的学费、 申请生活津贴和重度
残疾人生活补贴、 落实参加医疗救助和购买
重大疾病保险并全额补助参保费等。后来，毅
叔有了创业脱贫的打算。 古井镇政府干部为
其申请精准扶贫产业帮扶资金， 让他开设了
自己的柑普茶店。 现在，毅叔已脱贫，并成为
当地有名的致富“代言人”。

毅叔只是近年来江门脱贫的众多案例之
一。 记者日前从江门市扶贫办获悉，近年来，
江门构建了大扶贫格局，落实“五级书记抓扶
贫”和“五级书记遍访贫困户”责任机制，进
一步深化“三级结对”“四级挂扶”帮扶机制，
创新开展“三社联动”社会扶贫行动等。 按照
工作计划， 江门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高质量
脱贫的目标。

同时， 江门在对口帮扶工作上也取得了
突出成绩， 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四个县的工
作得到了高度评价。

江门台山市广海镇城北村的
广海那章古树红茶园，周边的贫
困户们戴着草帽在茶垄间采摘着
夏茶， 每采摘一斤新鲜茶叶，他
们可以获利 5 元，一天下来能赚
100 元至 150 元。

茶场的负责人曹集平是本
村人。因为本村有不少种植了数
十年的老茶树，他估摸着造茶是
好生意， 所以 2018 年他返村创
业， 开设茶场经营手工红茶。
“我做的茶叶本来靠自产自销，
都是我两口子在干，随着茶叶销
路越来越好，我也想招募人手扩
大规模。 ”

得知曹集平的经营情况后，
江门海关驻城北村的第一书记张
晶新向他建议了一条既能扩大生
产规模，又能帮助当地贫困户的
方法：聘请残疾人工作。

记者了解到，城北村有 27 个
自然村、31 个村民小组， 全村共
有精准扶贫户 8 户 24 人， 是广
海镇精准扶贫户户数最多，人数
第二多的村。 作为对口支援的帮
扶干部，张晶新希望利用曹集平
的造茶生意来进行产业扶贫。

“张书记找到我时，我们俩一
拍即合，雇佣本村的贫困户既能
帮他们脱贫， 也能帮我自己，实
现双赢。 ”曹集平说，大家一起富
才是真的富。 据悉，曹集平目前
雇佣采茶工人 8 名，均为贫困户
和低收入农户。“他们每天工作

的收入， 可以补贴他们的伙食、
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自从他们
来这里工作之后， 生活好了，身
体也比以前好了！ ”

在江门， 像张晶新这样的扶
贫干部、 曹集平这样的企业负责
人， 加上社会不同阶层的慈善力
量， 构建起了一个包括政府、行
业、社会的大扶贫格局。

派出驻村书记、 部门对口帮
扶贫困村， 江门的“三级结对”
“四级挂扶”帮扶机制日益完善。
江门市委组织部介绍， 结合去年
启动的“百名第一书记” 驻村工
作， 市、 县、 镇三级单位共派驻
240 多名村第一书记联合组成镇
（街 ）乡村振兴工作队。 今年，江
门将深入推进党建扶贫工作，强
化村 （居） 第一书记脱贫攻坚的
责任， 着力解决软弱涣散班子的
问题， 选好配强后进地区乡镇
（村 、居 ）领导班子，建立一支可
持续的扶贫队伍。

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扶持
贫困户、 贫困地区，“百企扶百
村” 行动在江门如火如荼。 如江
门银行机构在立足帮扶江门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基础上， 主动对
接国标和省标贫困户， 通过与建
立信贷关系的企事业进行沟通对
接， 逐家企业排查每位员工的家
庭情况， 主动收集国标和省标的
贫困户身份信息。 同时， 运用大
数据技术， 江门银行机构对精准

扶贫事项实现系统登记等全流程
管理， 便于对金融精准扶贫全过
程的跟踪、 检查， 提高对国标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识别精准度。

社工团队积极参与政府采购
的公益扶贫项目， 创新扶贫方
式，发动了“千万义工助千户”行
动。 共青团江门市委介绍， 结合
工作实际， 团市委积极发挥牵头
单位作用， 主动协同市扶贫办及
有关部门专题研究部署扶贫领域
志愿服务工作，深化“千 （万 ）义
工助千户” 社会扶贫行动， 以建
设志愿服务“爱心之城”为助力，

充分整合江门市各类志愿服务资
源， 对照脱贫标准， 坚持问题导
向， 建立有效的结对和帮扶机
制， 进一步动员全市各级义工组
织及个人、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
爱心企业单位等主动作为， 参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

在这个扶贫大格局的支撑
下， 截至去年年底 ， 江门全市
5097 户 16659 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全市所
有行政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在 20
万元以上， 实现了“两不愁三保
障一提升”目标。

要断穷根 ， 产业先行。 地
处咸淡水交界区域 ， 以优质青
蟹养殖为主要产业的江门恩平
市横陂镇蓝田村， 2017年以来
先后投入资金共计180万元， 规
划600亩地打造蓝田青蟹扶贫养
殖基地， 将70户贫困户纳入扶
贫项目， 参与项目分红， 并吸
纳贫困户到基地就业增收， 探
索“基地+公司+贫困户” 的产
业扶贫模式。

当地人阿雄因其父亲两次中
风造成二级残疾，母亲身患疾病
丧失劳动能力，不得已辞掉工作
回到家中照顾父母。 2018年4月，
他经介绍进入蓝田青蟹扶贫养
殖基地工作，逐渐掌握了技术要
领。“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加上
每年有固定分红，家庭生活基本
不愁。 最重要的是，在家门口就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可以安
心照顾父母， 心里觉得踏实、温
暖。 ”阿雄说。

蓝田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
主任吴健友介绍， 蓝田青蟹扶贫
养殖基地创新养殖方式 ， 采用
“一只青蟹一个养殖盒” 的笼养
方式，实时观察，专人打理，存活
率是传统养殖的2—3倍。 短短一
年，基地的月产量突破1万只，产
值200多万元。 身为“股东”的70
户贫困户每年从基地分红约38
万元，平均每户5000多元。

除了就业扶贫和基本政策帮
扶外， 基地的快速发展还衍生出
一条新的产业链。 目前， 当地一
户精准扶贫户与基地签订供需协
议， 通过咸围养殖蟹苗供给基
地，年增收2万多元；当地居家就
业的30多户贫困户通过捕捞沙
蚬等供给基地，总共年增收15万
元；8名贫困户在家编织蟹笼供
给基地，总共年增收2万多元。

同样是在恩平市，第一批“全
国最美森林小镇” 那吉镇靠养蜂
采蜜建立起扶贫产业。 那吉镇党

委委员冯艺兵介绍， 通过与恩平
市牛塘山蜂业专业合作社社长梁
健鸿多次协商，2018年起那吉镇
统筹产业扶贫资金投资建设，牛
塘山蜂业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成
立精准扶贫产业“养蜂采蜜”基
地，占地70亩，购买养殖蜜蜂135
箱，采取“合作社+扶贫户+基地”
模式运作，率先挑选38户贫困户
中巩固脱贫难度较大的22户参
与其中， 通过基地示范、 贫困户
参与管理、 参加学习培训， 最终
达到贫困户既能掌握技术又获得
分红的目标。

据悉，“养蜂采蜜” 项目实施
以来， 该镇已组织开展了5次集
中培训和60余次分散培训。 梁健
鸿说：“通过现场讲解指导，大家
基本掌握了蜂群特性 、 日常管
理、 产期管理、 蜜蜂病敌害综合
防治等技术。 ”去年5月，精准贫
困户概叔来到养蜂场成为管理
员。 每天清晨， 他都要到养蜂场
观察蜂蜜产量、 蜂仔繁殖、 花草

蜜源护理等情况， 开启了他的
“甜蜜”事业。“如果我们能像蜜
蜂一样勤劳， 赚钱致富也不是痴
人说梦。 ”概叔算了一笔经济账，

“打理蜂场每月有2000元工资，
自己在蜂场还寄养6箱蜜蜂，每
年产蜜25公斤， 能卖2000多元，
日子越过越好哩。 ”言语中，概叔
流露出对甜蜜生活的向往。 接下
来， 他将计划把自己的蜂箱数量
扩大到10箱，争取收入翻番。

据悉， 由于产业项目效果较
好， 去年年底， 那吉镇增购蜜蜂
28箱，将余下的16户精准扶贫户
一并纳入该项目中。

在江门，类似恩平青蟹、蜜蜂
这样的产业扶贫项目有很多，它
们提供“造血式”帮扶模式，增强
村落的脱贫增收能力。 江门市扶
贫办指出， 近年来江门全力实施
产业、就业、社工、扶贫扶志（智 ）
等“11+3+3”扶贫措施。全市累计
建成产业扶贫项目37个，资产收
益项目164个。

除了本市的扶贫工作，江
门还肩负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
龙州、宁明、大新、天等四个县，
四川甘孜州以及其他地方。

据介绍， 崇左市大新、 宁
明、 龙州、 天等四个县属于全
国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 ， 龙
州、 天等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 “十三五 ” 时
期， 全市有贫困村 287 个， 占
全市行政村总数的 38%； 农村
贫困人口 34.18 万人， 总量排
名广西第五位； 贫困发生率为
18.16%， 比广西平均高 10.26
个 百 分 点 ， 比 全 国 平 均 高
13.66 个百分点， 排在广西第

三位； 有深度贫困县 1 个， 深
度贫困乡镇 7 个， 深度贫困村
99 个。

自 2017 年 9 月江门市全
面推进落实对口崇左“携手
奔小康行动 ” 任务以来， 双
方在产业合作 、 劳务合作 、
教育协作、 医疗卫生扶贫协
作、 旅游扶贫协作、 人才支
援交流等方面的协作取得显
著成效 ， 有力助推了崇左市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步伐 。 据统计 ，
截至 2020 年 5 月， 江门市对
崇左市四个对口贫困县已累
计落实财政援助资金 5.74 亿

元 ， 231 个援助项目落地开
花； 市县级领导调研对接 862
人次 ， 召开高层联席会议 35
次； 先后互派 40 名党政干部
进行挂职锻炼 ， 互派教师 、
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 409 人
次。 四个对口贫困县贫困人口
和贫困发生率也分别从 2017
年底的 13.22 万人、 9.4%下降
到 0.75 万人、 0.53%。

省扶贫办对江门市对口协
作崇左市的工作和成效作了高
度评价， 认为在东西部扶贫协
作上江门是啃了“硬骨头”， 作
了大贡献， 成绩经得起检查，
经得起考验。

驻村书记支招 企业尽力扶贫

打造特色产业 切断贫穷根源

兜住民生底线 杜绝返贫现象

东西携手共进 对口帮扶崇左四县

恩平市那吉镇聘请专家培训贫困户养蜂采蜜

扶 贫 办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为
困难群众办事

根据江门市扶贫办资料， 截至 2019 年年底 ，
在现行标准下 ， 江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5097 户
16659 人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一提升”目标。

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江门市 2016
年—2019 年累计筹集市县两级扶贫资金 4.714
亿 元 ， 其 中 市 级 资 金 3.623 亿 元 ， 县 级 资 金
1.091 亿元 ，资金已支出 4.357 亿元 ，资金使用
率达 92.42%。 其中 ，2019 年筹集市县两级扶贫
资金 9641.617 万元 ， 已支出 7539.281 万元 ，
扣减据实列支的精准医疗保障专项 1549.29 万
元 ，资金支出进度达 91.51%，扶贫资金重点用于
贫困户“三保障”和造血型稳定增收项目的建设。

产业扶贫及资产扶贫方面 ，2016 年至 2019
年， 全市累计投入建成规模产业扶贫项目 70 个 ，
累计受益贫困户 2897 户 9462 人 ；资产收益项目
158 个，累计有贫困户 4046 户 12695 人受益。 值
得一提的是 ， 去年江门市消费扶贫产品消费总额
2047.52 万元 ，带动贫困户 597 户 ，消费扶贫已
成为江门市推动分散式贫困户增收脱贫最有效的
途径之一。

今年春节后， 家住江门市
江海区礼乐街道雄光村的春姨
和诠叔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
境。 长期备受慢性病困扰的两
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
法出外打零工。 正当两人彷徨
不知所措时， 当地扶贫干部雪
中送炭，帮他们申请社会救助，
并根据江门市今年提高的社会
救助保障标准补发了低保金。
诠叔激动地说：“还好有他们帮
忙，我们的心才稍稍定下来。 ”

提起春姨和诠叔一家的情
况， 当地的扶贫干部也不禁叹
了口气。 春姨患有高血压、 糖
尿病和轻度脑中风， 只能在家
里休养， 偶尔做些手工帮补家
用；诠叔本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之前只能去水果批发市场打打
零工。“他们家里还有一位患白
内障的老太太和一双正在读书
的儿女，经济一直很困难，连住
房也要借亲戚的房子来安顿。 ”
江海区民政局局长陈颖玲告诉
记者，2016年起当地将他们一
家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通过各
种方式让家庭情况得到改善。

往日里， 一家 5 口主要依
靠诠叔打零工、 春姨到扶贫车
间加工灯饰挣钱 ， 月收入约
3000 元， 勉强维持生活所需。
但是今年， 他们一家因为疫情
再度陷入困境。 诠叔说， 因为
疫情防控需要， 水果批发市场

封闭了一段时间， 重开之后生
意也不好， 加上春姨也接不到
手工来做， 一家人收入几乎归
零， “我们两夫妇本来身体不
好， 吃药花销就大， 这下没了
收入， 都不知道怎么办。” 陈
颖玲说， 疫情防控期间， 他们
组织民政干部、 社工和志愿者
以线上线下方式， 全面排查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
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情况
及需求 。 通过走访 ， 他们得
知春姨和诠叔所处的困境 ，
“确保困难家庭疫情防控有
保障 、脱贫路上‘不掉队 ’，这
是 我 们 近 段 时 间 工 作 的 重
点 ， 所以我们立刻想办法帮
他们一把 。 ”据悉，当地扶贫
干部马上为春姨和诠叔一家
申请纳入低保 ， 接受社会救
助，“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为他
们申请了基本施保和分类施保
两类保障政策， 这样一个月大
概约 4700 元。 ”

记者在采访时得知， 原来
春姨和诠叔一家曾在 2009 年
被纳入低保户，但 2018 年因为
存款超标而退出低保。 幸好今
年 4 月，江门市印发《关于江门
市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和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的公告》，提高了社会救助保障
标准。 这样他们一家才得以重
新纳入低保。

陈颖玲介绍， 根据江门市
今年新的标准， 城乡低保标准
统一提高到 900 元 / 人·月；城
镇低保补差水平不低于低保标
准 75%， 即 675 元 / 人·月；农
村低保补差水平不低于低保标
准 60%，即 540 元 / 人·月。 在
江海区， 从年初开始民政部门
就一直在进行低保金提标和补
发工作，并在 5 月 10 日全部完
成，“城镇低保月人均补差水平
达到 868 元， 高于当地低保标
准 75%的要求， 农村低保月人
均补差水平达到 809 元， 高于
当地低保标准 60%的要求，农
村低保月人均补差水平为全市
最高。 ”根据江海区民政局提供
的数据， 目前江海区有城乡低
保对象 280 户、421 人， 今年 1
月至 5 月， 该区累计发放城乡
低保资金 169.71 万元，为不少
像春姨和诠叔这样的家庭兜住
了底线。

江门市扶贫办人士指出，
春姨和诠叔的事例充分说明了
江门建立长效扶贫机制的必要
性。 据悉， 近年来江门积极开
展“两线合一” 改革创新， 实
现扶贫与低保标准、 对象、 政
策、 服务“四个合一”， 积极
开展相对贫困人口帮扶改革，
推进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
深度融合， 帮困难群众兜住民
生底线。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