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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生活 帮助就业

确保2000多名
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鹤山市扶贫办表示，全市现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39户2331
人， 其中城镇贫困户78户221

人，农村贫困户661户2110人。 近年来，鹤山市大力创造就业机会。 截
至2019年底， 全市共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2人次到公益性岗位就
业；10个镇（街）共创建“扶贫车间”16间，成功解决84人次就业；累计
完成实用技能培训课程的达80人次。鹤山市扶贫办也表示，截至2019
年底，全市建档立卡人口中实现就业1026人，户均就业1.4人。

同时 ，鹤山近年来各镇 （街 ）积极探索通过整合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入股参与产业和资产收益项目 ，从而让劳动能力较弱 、家庭
状况较差的贫困户获得稳健收益分红 ，进一步增加贫困人口的财
产性收入。 目前 ，全市共落实产业和资产收益项目 51 个 ，总投资
3150 万元 ，每年产生收益约 225 万元 ，户均增收约 3000 元 ，并
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及带动更多农户发展生产。

记者了解到， 过去 4 年， 鹤山共落实扶贫专项资金
6865 万元，其中用于提升村级公共服务、改善相对落后老
区村的资金 1515 万元，直接用于贫困户脱贫措施的资金
535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剔除城乡居民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医疗保障市级补助资金，市、县两级脱贫
措施专项资金支出进度 99.95%。 鹤山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739 户 2331 人，均不同程度受惠于扶贫专项资金。

如该市龙口镇贫困户玲姐，4 年前一家 4 口挤在一间
旧平房里，墙面裂了，雨水淋透了顶棚，已经没法住人。 当
地部门得悉情况后，为其申请了 6 万元专项资金，帮助其
建起了新房，老人和孩子都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

除了落实扶贫专项资金外， 记者也了解到， 最近 4
年，鹤山市各有关部门持续把各项“三保障”政策全面落
实好，其中医保部门重点落实全部贫困人口免费参保城乡
居民医保， 对因病住院的人员实施精准扶贫医疗保障计
划，基金累计支出 225 万元，切实减轻贫困人口的看病负
担；教育部门牵头做好各学年贫困学生学费、生活费补助
发放工作，共发放补助 926.95 万元，帮扶 2639 人次。抓好
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共投入资金 136.84 万元为 58
户贫困户进行住房改造，其中 24 户重建，34 户修葺。落实
贫困户饮水安全保障，全市 739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全部
解决安全饮用水问题，水质经检测全部达合格标准。

在鹤山市古劳镇茶山生态园，经常可以见到当地贫困户劳锦
明的身影。据悉，劳锦明负责打理生态园里的 1 亩茶地。这片茶地
由当地企业承包后交给他打理，他可以从中获得报酬。“我每月只
需到生态园工作几天， 每次能有 50 元补贴， 一年下来大约能挣
1000 多元， 加上每年的 5600 元工作报酬， 一年可以增加收入
7000 多元，经济条件比起以前好了很多。 ”

鹤山市扶贫办人士介绍，就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具有主导作用，
像劳锦明这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帮助其就业就是断穷根的最好
办法。据悉，近年来鹤山市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一对一”就业帮
扶服务，帮助贫困户尽快实现再就业，并大力实施“公益性岗位”“扶
贫车间”，开展就业、创业实用技能培训等，让贫困户顺利就业。

两级脱贫资金支持超九成

“三保障”减轻贫困负担

促就业让贫困户断穷根引进专业旅游企业 助美景迎来“钱”景
大新县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德天瀑布的

宏伟、明仕村的田园山色，备受各地游客向往。
记者了解到， 江海区确定大新县作为对

口帮扶县后， 始终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重要举措，坚持景区“大旅游”、
富民“大产业”同步推进，探索打造出了一条
旅游扶贫新路子、新亮点。

在 2018 年，当地的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成
功晋级国家级 5A 级旅游景区，江海区协助景

区对接港中旅集团，并于 2019 年成功引进其
进驻经营。 据介绍，港中旅集团进驻之后，完
善了景区的停车场、出入口等配套设施，并增
建了盘山道、观景台等新设备。 记者了解到，
目前，在江海区大力协作下，港中旅集团投入
25 个亿精心打造“德天小镇”和升级改造德天
跨国瀑布核心景区，巩固德天瀑布景区建 5A
成果，促进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转型升级，为大
新县旅游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钱”景。

确保 73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稳
定脱贫不返贫，实现高质量脱贫。 这
是江门鹤山市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给出的庄严承诺。记者从鹤
山市扶贫办获悉，2016-2019 年度，
该市在抓好教育扶贫、 医疗扶贫、住
房安全保障等“三保障”基本帮扶措
施的基础上， 大力推动就业扶贫、产
业和资产收益扶贫等促进贫困户持
续增收的帮扶措施，确保贫困户稳定
脱贫不返贫。今年该市将进一步巩固
脱贫成效，并推进低收入对象帮扶改
革的各项工作，对新纳入的低收入对
象开展各项帮扶。

据悉 ，自开展结对帮扶
以来，江海区做好旅游扶贫
文章 ， 为大新打造旅游产
业。港中旅集团进驻一年以
来，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接待
广 东 游 客 量 由 2018 年 的
14.86 万 人 次 增 加 到
2019 年约 17.5 万人次 。
全县通过旅游扶贫受益的
贫困人口达 8031 人 ，超过
全县贫困总人口数的 10%。

此外 ， 大新县结合实
际 ，利用 4711 万元粤桂扶
贫专项资金实施皇鸽 、种桑
养蚕 、养牛小区 、百香果产
业 等 8 大 特 色 种 养 项 目 ，
全县特色 “扶贫 ”种养产业
蓬勃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
大新县皇鸽 、百香果 、姜制
品等扶贫产品累计销往广
东 1311 万元 ， 受益 1521
户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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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江门市江海区
对口广西崇左市大新县， 全面开
展粤桂扶贫协作。 按照“大新所
需、江海所能”的原则，从政府主
导到全社会参与投入， 双方持续
多层次多形式携手攻坚。 记者日
前走访大新县时了解到， 近年来
江海区根据大新县优越的生态环
境，做大旅游扶贫文章、扶持当地
种养产业，取得突出成绩。大新县
县长张卫东表示，去年，大新县作
为广东、广西两省(区)的 4 个代
表县之一， 接受国家组织的扶贫
考核，被评为“好”的等次。

崇山峻岭山沟沟 引来一只“金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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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旅游扶贫 扶持种养产业

边海协作
携手脱贫攻坚

大新县下雷镇志兴村上禁屯， 位于崇山
峻岭之间，土地贫瘠。 但就在这个山沟沟里，
大新县下雷兴利皇鸽养殖扶贫基地为当地贫
困户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江海区相关人士介绍， 江海区通过粤桂
协作，投入800万元资金建设了下雷皇鸽养殖
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村+农户”的
模式发展皇鸽养殖， 下雷皇鸽养殖厂的建设
辐射又带动了榄圩乡、桃城镇、那岭乡这3个
皇鸽养殖基地的建设，并相应成立了8个皇鸽
合作社。 目前，全县4个基地均已建成投产，已
落实养殖种鸽171506对； 全县共有9586户贫
困户参与皇鸽养殖；同时，依托4个基地辐射

带动周边群众拓展皇鸽养殖， 全县皇鸽年养
殖规模将达70万对以上。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惠及下雷、 硕龙、
全茗、龙门等 4 个乡（镇）18 个贫困村和所
涉及村的贫困户，贫困村按入股资金 8%以
上进行分红， 每个贫困村每年可获得 6 .63
万元以上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贫困户按每
年投入资金 12%以上获得分红。 该负责人
黄华东说，在下雷基地里，贫困户还可以进
来打工， 每卖出一只鸽子， 能够提成 1 .5
元，这样下来平均每月都能有 4000 到 5000
元的收入。 他高兴地说：“江海区为我们引
进了一只金鸽子！ ”

佛山建行创新扶贫方式方法，将
电商业务、普惠金融、信贷业务作为
实现精准扶贫的手段，积极投身扶贫
事业。

佛山建行创新消费扶贫新模式，
将佛山市首家“善融扶贫馆”搬进分
行营业部 5G+ 智能银行， 让市民享
受线上购物乐趣的同时助力消费扶
贫。 邀请扶贫商户进驻“善融商务”
平台，与农产品企业共同开展一元购
优惠活动、满减活动，通过消费扶贫

直接帮扶千万贫困户增收 。 截至
2020 年 5 月， 善融扶贫累计交易额
2631 万元，惠及 40 余个贫困县和定
点扶贫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小微企业遭
受不小打击，佛山建行精准对接广东
省扶贫办名单制小微企业，定向提供
更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及更优惠的
融资价格， 举办“万小企扶万农户”
活动， 定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截至 2020 年 5 月，已通过“万小企

扶万农户” 实现 251 家爱心小微企
业对口帮扶 251 户贫困户。

此外，佛山建行还对贫困地区和
产业扶贫贷款采用“绿色通道”，优
先安排押品准入审核、 客户评级、贷
中放款审查等平行作业，提高服务效
率， 保障扶贫信贷资源投放。 截至
2020 年 5 月， 已为企业发放产业贷
款 5.4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产业贷款
2488 万元，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就业人数近 600 人。

佛山建行组织辖内各级党支部积极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与共建单位一起助
力扶贫， 将党建和扶贫工作做深做透、
做细做实。 一是开展慰问活动。 如办公
室党支部与祖庙支行党支部到祖庙街永
红村开展扶贫助残慰问活动； 个人委办
公室党支部分别与红棉社区共建，以

“爱心学堂” 为阵地， 开展扶贫助学活
动； 汾江支行与张槎村头村开展“港湾
送清凉”活动 ，慰问环卫 、园林工人；二
是开展扶贫宣讲。 人力资源部党支部与
佛山人行、 广州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佛
中江党支部、 广东金融学院开展党建结
对共建活动， 以党建共建宣讲团方式宣
传党建扶贫工作； 三是开展产业扶贫。
公司委办公室党支部与佛山市住建局、
南海区住建局、 佛山市科技局开展共建
活动， 为农民工发放扶贫爱心大米，累
计为当地民工发放贷款近 2500 万元，
覆盖约 3300 人次。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各项扶贫
工作要求，继续深化‘四融’扶贫工作模
式，做实定点扶贫、做细公益扶贫、做深
消费扶贫、 做透产业扶贫， 压实扶贫责
任， 确保扶贫成效， 擦亮大行担当底色，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应有的贡
献。 ”佛山建行有关负责人说。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佛山建
行”）坚持党建引领，压实扶贫责任，履行大行担当，
以“四融”服务模式扎实开展新时期精准扶贫工作，
为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建行智慧和力量。
截至 2020 年 5 月， 佛山建行参与定点扶贫村全面
脱贫摘帽， 通过爱心小微企业对口帮扶 251 户贫困
户，累计发放扶贫贷款近 5.7 亿元。

彰显大行担当， 履行社会责任，佛
山建行做公益的脚步不曾停歇。 每年组
织全行员工参加 6 月 30 日“广东扶贫
济困日”捐款活动，一方面激励员工弘
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
统美德； 另一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将每一分爱心捐款用在实处。 一是向定
点扶贫村捐，通过佛山市慈善会向乌塘
村捐款近 10 万元； 二是向当地慈善会
捐，部分款项捐赠给佛山市南海区西樵
慈善会和佛山市高明区慈善会；三是向
偏远学校捐，专项用于高明崇步学校购

买安装校区空调，并邀请多名私人银行
客户共同参与高明区新圩小学“私享·
惠”爱心助学扶贫公益活动，帮扶贫困
户家庭子女继续学业；四是组织“爱心
购”，以购代捐，助力消费扶贫，一方面
在公务活动用品、会议用水 （茶 ）、员工
食堂食材、工会节日慰问品等产品定向
采购国定贫困县地区农副特色产品，另
一方面动员爱心客户及行内员工购买
建行“善融商务”国定贫困县农副特色
产品。 三年来，佛山建行公益捐款累计
达 54 万元。

佛山
建行

佛山建行本身没有对口扶贫点工
作任务，但作为国有四大行之一，佛山
建行主动联合政府部门， 勇于作为担
当，发挥金融优势，在三水区南山地塘
村和湛江市遂溪县乌塘镇乌塘村积极
结对开展定点扶贫工作。

“代表遂溪县乌塘镇乌塘村的全体
村民向贵单位对我村扶贫工作的帮扶
致以衷心的感谢。 ”这是一封来自乌塘
村的感谢信，感谢佛山建行。 早在 2016
年，佛山建行就联合三水区芦苞镇政府
对湛江市遂溪县乌塘村展开定点扶贫。
四年以来， 佛山建行党委强化责任担
当，由党委书记挂帅，成立扶贫攻坚小
组，先后开展“乡村振兴 金智惠民”扶
贫调研 11 次，送上慰问品、开展扶贫献
爱心活动 13 次， 累计捐款近 10 万元，
向乌塘镇中心小学捐赠电脑 13 台、打

印机两台以及大量图书文具等教学用
品。截至 2019 年年末，该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 45 户共 137 人已全部实现脱贫。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佛山建行通
过“云会议 ”线上了解乌塘村的防疫
情况和存在困难 ， 并利用建行大学
平台开展两次直播讲座 ， 向乌塘村
民讲授防疫抗疫的知识 ， 增加村民
对新冠病毒的了解， 增强他们战胜
病毒的信心 。

2019 年， 为确保三水区南山地塘
村真正脱贫，佛山建行联合三水区政府
对其进行定点帮扶。 多年来，佛山建行
持续关注地塘村的经济情况、 交通、卫
生以及村民生活状况， 多次开展献爱
心、上门慰问活动，为地塘村捐赠资金
用于村道一体化和文化室的建设，全方
位提供帮扶，助其真正脱贫。

融入政府 开展定点扶贫

创创新新金金融融服服务务模模式式助助力力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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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公益 弘扬爱心扶贫 融进业务 助力消费扶贫

融合党建
创新特色扶贫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截至 2020 年 5 月， 佛山建行
定点扶贫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45 户
共 137 人 100%脱贫摘帽； 小微企
业对口帮扶 251 户贫困户；累计发
放扶贫贷款近 5.7 亿元，吸纳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就业人数近 600 人 ；
善融扶贫累计交易额 2631 万元 ，
惠及 40 余 个 贫 困 县 和 定 点 扶 贫
点 ； 累计为当地民工发放贷款近
2500 万元， 覆盖约 3300 人次；累
计公益捐款达 54 万元。

文 /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