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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菜师傅”工程加速推进

送上致富金钥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4月9日至11日，在广东省人社
厅的部署下，由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
院和渔民新村餐饮集团联手组织的

“广东粤菜学院”送教下乡第一期培
训班在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开班，
30名村民满心欢喜地向省城来的名
厨学起粤菜手艺。

自去年4月份以来，广东省接受
“粤菜师傅”工程培训的人已达 1.5
万。目前，广东依托各类技工院校、
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和粤菜师傅培训
基地等，构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粤
菜师傅”培训体系。到2022年，全省
将开展粤菜师傅培训5万人次以上，
直接带动30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多点开花，强村富民

广东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连续
多年居全国之首，但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除了珠三角地区，粤东、粤西
和粤北山区均属欠发达地区，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去年4月份，广东提出，实施“粤
菜师傅”工程，希望以此为抓手，找到
一条切口小、带动性大的乡村振兴和
精准扶贫路子。此后，各地纷纷行
动，各施各策，成效初显。

潮州市以高级技工学校、韩山师
范学院为主阵地，在全市范围打造一
批潮州菜技能培训基地，以农村为主
生源地招收学生，打造“十百千万潮
州菜技能人才工程”。同时，扶持创
办一批“农家乐”美食名店，培育“一村
一店一菜”，把潮州菜产业打造成乡村
振兴、脱贫致富的一大主导产业。

梅州市致力构建“客家菜师傅培
养、绿色农家乐旅游、特色产品产销”
产业链，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革命老区南雄市珠玑镇有一道
经典美食——“梅岭鹅王”。为进一
步提升“梅岭鹅王”的专业水准，也为
了培养更多的“梅岭厨师”，韶关市人

社局持续组织技艺精湛的粤菜师傅
送教下乡，为村民开设培训。现在，
梅岭乃至珠玑周边村民纷纷参加培
训，不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由于销路广、价格稳，珠玑周边
养殖农家鹅的农户热情高涨，不少散
养户改为规模养殖。据了解，目前梅
岭的农家鹅养殖规模已达 5 万只。
数万名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直接拉动
上下游经济超亿元。

一年来，广东各地依托乡村旅游
资源，与民俗文化、农业观光休闲等
相结合，深挖传统乡村粤菜美食，共
建起了潮州饶平永善古村落农家美
食、清远清城白切鸡等 63 个乡村粤
菜美食旅游景点，打造了河源万绿湖
湖鲜线路、湛江螺岗小镇摘果登高游
等 39 条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精品线
路。预计到2022 年，全省将打造上
千个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点，建设100
条乡村旅游美食精品线路。

跨省帮扶，精准扶贫

“粤菜师傅”不仅活跃在广东乡
村，更跨省惠及西部对口帮扶地区。
4月1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
城关镇城南社区居委会，广东茂名信
宜—广西来宾忻城对接精准扶贫对
象“粤菜师傅”培训班开班仪式举
行。这个为期 11 天的培训班，邀请
了信宜市“粤菜师傅”培训基地经验
丰富的老师驻地授课。50多名学员
均是广西忻城县精准扶贫对象。

为贯彻落实“七省区对口支援和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
广东将“粤菜师傅“工程导入省际对
口帮扶工作中。例如，遴选一批餐饮
行业重点企业，创立“粤菜师傅”就业
扶贫基地，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业。制定实施“粤菜师傅”省际技
能扶贫协作工作方案，开展“粤菜师
傅”“请进来”学制培养、“送上门”短

期培训、“普及性”远程教育、“组织
化”劳务协作 4 项行动，面向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叶军锋表
示，学校专门为贵州省毕节市、黔南
州扶贫对象量身定制了“粤黔‘粤菜
师傅’技能扶贫项目”，学员在两个月
内完成烹饪理论知识、粤菜技能实
训、餐饮企业管理等相关内容的培
训，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可直接到广
州知名餐饮集团工作。

顺德是珠三角地区的厨师之乡。
去年6月22日，依托顺德职业技术学
院成立了顺德厨师学院，目前已开设
了多期精准扶贫班。今年 4 月份以
来，先后开设了两期“凉山班”，70多名
来自四川凉山州的金阳县和美姑县的
贫困彝族青年走出大山到此学习。

“这是顺德精准帮扶项目，学员
将接受为期两个月的系统厨艺培
训。他们不仅学费、食宿费全免，每
月每人还将得到500元的补助。培
训目标是实现‘一人学厨、全家脱
贫’。”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毓说。

“我们就是想来学一门地道的粤
菜技艺，将来好回乡创业。”来自美姑
县的吉克史布夫妻说，他们在完成校
内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后，将进入顺德
37家中华餐饮名店带薪实习。学期
结束，培训合格的可选择在顺德或老
家就业、创业。

多措并举，有序推进

“‘粤菜师傅’工程在推进实施过
程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广东
省人社厅厅长陈奕威说，一是粤菜烹
饪技能和“粤菜师傅”资格认定缺乏
标准。二是粤菜师傅培训平台和培
养能力不足，无法适应当前乡村振兴
和粤菜产业发展的要求。

针对“标准”问题，广东省人社厅

联合相关部门，从食材采集、工艺流
程、菜品质量等方面，加快开发完善
菜品标准体系。同时加快建立健全

“粤菜师傅”相关职业资格评价、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多
层次评价体系。

记者获悉，广东省人社厅将于4
月 26 日发布广府风味菜烹饪、广式
点心制作、广东烧味制作、客家风味
菜烹饪、客家风味点心制作、潮式风
味菜烹饪、潮式风味点心制作、潮式
卤味制作、大浦小吃制作、潮汕卤鹅
制作10个“粤菜师傅”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规范。

针对培养能力不足问题，广东将
在3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强技工院校
场地、设施设备、师资配置，推动建设
一批粤菜烹饪重点学校、重点专业，
不断扩大粤菜烹饪专业招生规模；二
是深化校企合作，例如广东省、广州
市两所轻工技师学院牵手渔民新村
餐饮集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本
地多家餐饮酒家等模式都具示范意
义；三是推动建设50个省级“粤菜师
傅”培训基地和50个省级“粤菜师傅”
大师工作室，以此带动各地建设一批
市、县级培训基地和大师工作室。

“通过这几招，‘粤菜师傅’的培
养能力将大为提升，我们的目标是打
造一个涵盖预备技师、高级工、中级
工层次的‘粤菜师傅’培养体系。”陈
奕威说。

记者了解到，为促进技能致富，
各项相关精准措施也在有序推进之
中。例如，健全优惠扶持政策，支持

“粤菜师傅”开办农家乐、小餐馆或外
出创业发展，给予各项创业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鼓励支持各
类创业孵化基地为“粤菜师傅”提供
专业孵化服务，落实孵化奖补政策。
组织“粤菜师傅”供需见面会、专场招
聘会等，搭建“粤菜师傅”供需对接平
台等。

广东是经济大省，经

济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之

首，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除了珠三角地区，粤

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均属

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去年

4 月份，广东提出，实施

“粤菜师傅”培训工程助力

精准脱贫。此后，各地纷

纷行动，成效初显。在此

基础上，广东省把“粤菜师

傅”工程推广到协作扶贫

对口省，帮助贫困地区群

众掌握脱贫技能

近年来，重庆银行保险业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力

度，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努力消除偏远乡村基础金融服务空

白，积极创新特色效益农业险种等金融产品，有力促进了贫

困地区群众增收脱贫

重庆银行保险业

多措并举助增收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近日，重庆市石柱中益乡春意
盎然，百花齐放。正是蜜蜂采蜜的
最佳时节，望着倾巢出动的蜜蜂，中
益乡华溪村金溪组村民马世富喜不
自胜。曾是贫困户的残疾人马世富
靠养殖中蜂逐渐摆脱了贫困，成为
当地身残志坚、脱贫致富的榜样。
去年他还成为金溪组村民组长。马
世富告诉记者，他养殖的蜜蜂数量
有 40 多箱，这些蜜蜂每年能产蜜
300多斤，年收入可达3万多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是重
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该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结构单一，
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是全县扶贫攻
坚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全乡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65 户，贫困人
口1590人。

2017年9月份，农行重庆市分
行石柱支行与经营中华蜜蜂养殖加
工的石柱县五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银企精准扶贫合作协议，以“龙
头企业+农行+贫困户+中蜂产业
链”模式，开展扶贫工作。

截至2018年5月份，农行以基
准利率向五度公司发放农村生产经
营贷款200万元。公司按照协议约
定，在中益乡 7 个贫困村建立了蜜
源植物基地和蜜蜂养殖场，累计吸
纳贫困户 239 人次进公司务工，扶
持17户贫困户发展蜜蜂养殖加工，
收 购 贫 困 户 蜂 蜜 430 多 公 斤 。
2017年，公司生产、收购、加工蜂蜜
9679公斤，实现收入367.9万元，带
动中益乡71户贫困户脱贫增收，贫
困户户均增收5370元。

这仅是重庆银行积极助力脱贫
攻坚的一个案例。

近年来，重庆银行业加大对深
度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坚持精准
施策，提高脱贫实效。农发行重庆
市分行以建设省级政策性金融扶贫
试验示范区为抓手，累计向全市18
个扶贫开发重点区县发放贷款
154.06 亿元。农行重庆市分行向
秦巴山和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县
和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分别发放贷
款134.98亿元和1.34亿元，带动服
务贫困人口18.75万人。重庆银行
机构还围绕重庆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通过“政银担”“政银保”等模式，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截
至2018年末，全市银行业产业精准

扶贫贷款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余额
分 别 达 到 120.19 亿 元 和 42.86
亿元。

为了确保贫困户搬得出、稳得
住、能脱贫，2018 年全市易地扶贫
搬迁贷款余额 50.63 亿元，支持约
24万贫困人口完成易地搬迁。

此外，保险机构在27个区县开
办柑橘、渔业、山羊、中药材、蔬菜、
榨菜等20余个特色效益农业险种，
支持相关产业向贫困村、贫困户延
伸；在合川、梁平等区县试点玉米期
货保险和鸡蛋期货价格保险，通过
创新农险产品帮助贫困户脱贫
增收。

按照“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
志”的工作思路，重庆银保监局会同
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出台《关于推
进全市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工作的指
导意见》，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力
度培育致富带头人。国开行重庆市
分行、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等机构持
续加大助学贷款投放力度，2018
年，全市助学贷款余额达 33.07 亿
元；支持致富带头人 6476 人，培育
项 目 993 个 ，带 动 贫 困 群 众 4.8
万人。

重庆银保监局还指导重庆金融
机构努力消除偏远乡村基础金融服
务空白。银行机构在全市 37 个区
县设立村镇银行，在 813 个乡镇设
立营业网点，在7959个村设有电子
机具和便民服务终端，基本实现了

“综合服务不出镇，基础服务不出
村”的工作目标。同时，建立农村普
惠金融专业服务机制。5家国有大
型银行和邮储银行以及4家地方法
人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三农
金融事业部，提高服务脱贫攻坚的
效率和能力。

保险机构因地制宜推出涵盖贫
困户的大病补充保险、扶贫小额意
外保险、疾病身故保险、贫困户学生
重大疾病保险、农房保险等“精准脱
贫保”特色扶贫保险产品，惠及全市
33个区县、167万名贫困人口。

重庆银保监局还注重落实共享
发展理念，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结合
自身实际多措并举履行社会责任。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依托总行善融
商城，开辟了“善融·巴渝馆”“善融·
重庆扶贫馆”等专区，开展消费扶贫
专项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支持
178 户扶贫商户入驻，实现交易
9373万元。

走进陕西淳化县方里镇固贤村，
贫困户俱建设正在租种的蘑菇大棚
里收鲜菇。“过去我一直在外地打工，
可连吃带用，一年下来，还挣不到 1
万元。从去年开始，我们用1万元的

‘苏陕对口帮扶资金’入股了村里的
隆海种植专业合作社，自己不仅成了
股东，还承包了两棚香菇。一年下
来，就挣了近两万元，再加上年底还
有1000元钱的分红，一年的总收入
有近两三万元。”俱建设告诉记者，利
用“苏陕对口帮扶资金”，村里已经有
2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参加合
作社实现了稳定脱贫。

2018 年，苏陕扶贫协作坚持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社会扶贫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超
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苏陕扶贫协
作进入扩面提质增效新阶段。

据在陕西发改委挂职副主任的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兼江苏省对口
帮扶陕西省工作队队长张世祥介绍，
为了强力推进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
工作，江苏大幅增加了苏陕扶贫协作
财政统筹统拨资金。资金规模由
2017年的4.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

14.8亿元。加上结对市、县（区）、镇
“点对点”支持，江苏2018年对陕西
累计投入的财政资金就达 16.9 亿
元。2018 年，苏陕两省把发展特色
产业作为苏陕扶贫协作的重要任务
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持续强化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累计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318 个，带动
18.29万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去年以来，苏陕扶贫协作就业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社会扶贫亮
点纷呈。据统计，苏陕两省去年共举
办就业培训265期，兴办“社区工厂”

“扶贫车间”155个，帮助1.79万人实
现就业，就业率达70%以上；开展教
育结对帮扶，组建职业教育集团5个，
联合招收贫困学生291名；实现36家
医院结对，下乡义诊患者1.24万人；
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参与
苏陕扶贫协作，捐资捐物1.4亿多元。

苏陕两省还以扩大镇村结对、企
村结对为抓手，深化“携手奔小康”行
动。截至去年 11 月份，苏陕两省共
有299对镇、337对村结对，429家企
业参与，筹资 1.18 亿元用于补充村
级资本、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公共服
务设施。为了深化消费扶贫，江苏省
还邀请陕西省参加展示展销活动98
场次，建立陕西产品线下平台 466
个，组织“我在（安康）有块田”“爱心
礼包”认购等活动，消费陕西农特产
品 8.97 亿元。此外，苏陕两省去年
重点推进的 10 个“区中园”进展良
好，已引进项目51个，总投资169亿
元，其中已投产项目11个，开工建设
29个，到位资金32.9亿元。目前已帮
助359个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4008
人通过分红等方式获益。

苏陕结对子 携手奔小康
本报记者 雷 婷

4月16日，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来自湖南古丈县、贵州普安县

和沿河县等受助地区的 20 多名茶农接受技术人员的指导。今年 3 月份，

1500万株扶贫苗“白叶一号”扎根川湘黔。为更好地管理好茶园，保障扶贫

苗顺利生长，安吉县组织开展了受助地区茶农培训。

夏鹏飞摄（中经视觉）

学好技术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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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江苏南
京市江宁区投入资
金 330 万元，带动国
家级贫困县陕西洛
南县 5000 户贫困户
加入养兔行列，使每
户 年 纯 收 入 达 到
3000 元。图为在洛
南县保安镇眉底村
的陕西欧标新星兔
业扶贫有限公司繁
育基地，村民进行仔
兔防疫。

（新华社发）

广东茂名信宜市“粤菜师傅”培训基地老师在现场培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