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3日 星期一10
ECONOMIC DAILY

脱贫攻坚

广州市番禺区对口帮扶梅州市五华县——

山区县就这样融入大湾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无息借款”助贫困户住新房
本报记者 童 政

脱贫考核不能仅盯数字
□ 魏永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村民争当“脱贫之星”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章晋辉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腾桥镇松
岗村是省级贫困村。在贫困户孔运
良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块“脱贫光荣
证”。孔运良把这个“脱贫光荣证”
当作家里最珍贵的东西，每天都要
看一看，擦一擦。想起自己现在的
好日子，他忍不住咧开嘴笑了。

孔运良5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残疾。妻子小时候因高烧导致
痴呆，两个孩子在小学就读，加上母
亲一家人蜗居在老旧的房子里，生
活十分困难。面对一贫如洗的家，
孔运良愁眉不展。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
进，他的遭遇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
注。很快，他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不仅享受了国家各项扶贫政策，儿
女读书也得到最大的优惠。“虽然生
活艰难，但是有党和政府的帮忙，我
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要回报党
和政府的恩情。”孔运良决定用行动
改善自己的生活。

孔运良虽然腿脚不便，但是头
脑灵活。为增加收入，孔运良起初
决定到腾桥街上开农资店，但是租
店、资金却成了“拦路虎”。得知他
的想法后，扶贫干部四处奔波，不仅
帮助孔运良在腾桥集镇上租好店
面，而且为他争取到小额贷款。不
久，孔运良的农资店顺利开张。为
掌握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孔运良
购买农技书籍自学。他晚上学理
论，白天做生意。功夫不负有心人，
由于价格公道，经营有方，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

勤劳的孔运良总是闲不住。他
除了开店外，每年在荒山上种植西瓜
10亩，还承包池塘养鱼。因为自己劳
动不便，孔运良就请兄弟亲戚帮忙。
自己负责管理，每天早出晚归。

辛勤换来好收成。2017年，孔
运良的各项收入近3万元。经扶贫
干部逐一查实收入，认定孔运良完

全达到脱贫标准，很快发给他脱贫
光荣证书。“我终于摘掉贫困帽子
了。贫穷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吃懒
做才最可怕。”孔运良说。

孔运良家的好事一桩接一桩。
2018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他家进行
了危房改造，全家人喜气洋洋搬进
了新居过新年。

有了好生活，不能忘记党和政
府。孔运良脱贫后，总是以实际行
动支持镇、村工作，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他带头实行门前屋后卫生“三
包”，家里家外干净整洁，经常帮助
在外务工的邻居打扫房前屋后卫
生，多次义务参加村里的环境卫生
整治，连续3年被评为卫生文明户。
在2018年的拆临拆违工作中，有少
数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孔运良得知
后，主动要求村干部先拆自家老房，
同时协助村干部做好其他群众的政
策解释说服工作。

孔运良在村里还是出名的孝
子，他常说，再穷也要赡养父母，再
苦也要培养子女。只要母亲身体不
舒服，他总是端茶倒水，送汤喂饭，
毫无怨言。“运良确实孝顺，自己不
舍得吃、不舍得穿，可是母亲要什么
他都尽量满足。”村民说起孔运良，
个个竖起大拇指。子女在孔运良的
影响下也非常懂事，经常帮助父亲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父亲
的负担。

孔运良虽然脱贫了，但他还要
继续努力。下一步，他打算扩大生
产规模，争取更多的收入。在村里
召开的“感恩奋进”教育活动上，孔
运良深情地对全村贫困户说：“我是
一名残疾人，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我
还是通过努力改变了生活。我们要
懂得感恩，不能单纯地‘等、靠、
要’。”孔运良用自己的脱贫经历现
身说法，让大家在脱贫的道路上信
心十足。

近日，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白沙镇
大田村新村屯贫困户莫华革带着一
家老小住进了新房。“能住进新房，特
别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莫华革激动
地说。

莫华革的母亲因患病无劳动能
力，家里有3个孩子。全家主要靠种
田维持生计，一家6口人一直“寄居”
在大哥家里。鱼峰区政府推出的“免
息借资建房政策”，为他们解决了无
力筹资建房的难题。

鱼峰区共有2个镇18个行政村
900多户贫困户。国家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以来，很多有条件的农户陆续参
与了农村危房改造，住进了新房。但
较为偏远的村屯，仍有部分困难群众
因各种原因暂时无法改造危房。

为了解决贫困户建房难问题，
鱼峰区有关部门的干部经过大量
实地调研走访，最终推出通过借资

改造方式推进自筹资金帮困难群
众危房改造的措施办法。借款额
度为农户应当获得的各级建房补
贴以及本人所能筹集到的资金与
实际建房合同费用的差额。贫困
户主动申请，由村集体提供资金保
障，经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
员、帮扶联系人以及村干部、村民
代表共同评议、公示后，村委会与
困难群众签订借款协议，约定 10
年为还款期限，无息提供资金用于
困难群众新建房屋。

截至目前，有25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自愿参与到借款建房中，占全区
当年实施危房改造总数的18%。

据统计，2019年鱼峰区共实施
危房改造 79 户，目前竣工率已达
98.73%，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6
户，竣工率达 100%且全部实现
入住。

广东梅州市五华县是广东省省定贫
困县，目前有贫困户约2300户，贫困人
口8414人。为破解粤东西北区域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广东省近年来实施了“先
富帮后富”的对口帮扶政策，由番禺区
13个机关单位、16个镇街和5个国有企
业负责对口帮扶五华县。地处粤港澳大
湾区中心地带的广州市番禺区，携手五
华县快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数
据显示：2019年，五华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0.04亿元，同比增长11.34%，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00亿元，同比增长
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4亿元，同
比增长8.9%。

“高山红薯”走向大湾区

进入秋冬季节以来，透着泥土芬芳
的五华“高山红薯”端上了广州市民的餐
桌。这些产自粤东北部山区县的红薯，
因五华县成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基地，从去年9月开始源源不断地进
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来到粤东北部山
区梅州市五华县广州番禺（五华）产业
转移工业园，一栋新落成的6层高楼上
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梅州配
送中心”的标牌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
生辉。

“这个配送中心的运营，目的是为粤
港澳大湾区果蔬、水产、畜禽等生鲜食品
客户群体提供初级农产品交易、仓储、分
拣、配送等服务。”五华县副县长黄春雷
说，这是番禺区帮扶五华县建设的重大
项目。

“高山红薯”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走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农产品之一。
2019年9月24日，“五谷丰登，薯你最
美”五华红薯丰收节举办。2019年，
五华县红薯种植面积达1.92万亩，产
值达 9600 万元，纯收益达 4200 多
万元。

目前，五华县将广东汉光超顺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梅州生长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纳入第一批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重点企业，鼓励引导
农业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基地，
全面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质量标
准，争取将五华县更多的优质农产品送
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并吸引更多有实
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落户五华县，打造名
副其实的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供应
基地。

“五华县将进一步携手番禺区，借助
冷链物流及电商平台，把红薯、蔬菜等绿
色农产品运进粤港澳大湾区，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黄春雷说。

实施“乡贤回乡投资兴业”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产品销售市
场良好，2019 年销售收入达 5000 万
元。”广东中科电工科技有限公司五华制
造总部基地负责人袁锋说。

像中科电工一样，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制造企业越来越多落户五华县。

落户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不久的广
东香雪智慧中医药产业有限公司，投资
17亿元建设五华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该
项目将于今年上半年正式投产，预计年
产值达28亿元。

五华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
柳明告诉记者，广州番禺充分依靠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优势，帮扶培育五华县主
导产业，抢抓机遇，创新了多种帮扶
模式。

番禺驻五华帮扶工作队在协助
五华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以五华的区位、资源、产业与粤港澳
大湾区实现联动发展，大力实施“乡
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精心挑选符
合产业布局的项目，通过引导乡贤项
目回迁，资金回流，承接好珠三角产
业梯度转移。

截至2019年10月，番禺协助五华
县完工投产项目54个，完成总投资74.4
亿元；在建项目30个，计划总投资158
亿元，累计完成总投资35.5亿元；签约
待开工项目27个，计划总投资102亿
元。2019年1月至10月，番禺（五华）产
业转移工业园实现税收1.23亿元。产
业共建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激活了五
华县自身的造血功能。

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是他们给了我与家人生活的希
望。”五华县双华镇竹山村贫困户徐远芳
激动的泪水浸满了眼眶。记者来到徐远
芳家时，她拉着身边王耀强的手说，“是
王书记救了我的命”。

“王书记”叫王耀强，是广州番禺卫
健局驻五华县双华镇竹山村第一书记，
他进入该村走访时，发现徐远芳家是因
病致贫的新贫困户。

徐远芳的父亲瘫痪、母亲有病，儿
子正在上高中，她作为全家唯一的劳动
力，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王耀强立即
向组织汇报，将徐远芳家按规定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并按照扶贫政策进行
帮扶。

扶贫不能养懒汉，为了增加自我“造
血”能力，番禺区创新就业帮扶模式，鼓
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充分就业。番
禺区通过加强就业技能培训、设立公益
性岗位、采取“以奖代补”形式鼓励外出
务工、签订劳务输出协议、引进产业项目
等，确保贫困户高质量充分就业。截至
2019年10月，番禺区对口帮扶五华县
各项扶贫资金24187.55万元，各帮扶单
位组织农户进行农业技能及就业培训共
7256人次，共帮助转移就业贫困人口
5479人次。

“扶贫的长效机制是产业扶贫，发展
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才能带动贫困户稳
定脱贫。”广州市驻五华县扶贫工作组组

长邹雨元说，我们的实践是大力发展当
地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临近黄昏时分，记者来到了五华县
横陂镇安全村香猪养殖示范基地。“去年
我们建设了‘香猪养殖示范基地’，共销
售香猪52头，收入近12万元。香猪养
殖预计每年将为贫困户和村集体增加约
20万元的收入。”五华县横陂镇安全村
第一书记邓萍萍说。

番禺区各帮扶单位按照“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要求，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帮扶
能力，大力实施农、林及养殖产业帮扶，
构建“造血”长效扶贫机制。截至2019
年12月，五华县有8371人脱贫，脱贫率
达99.49%。

组建医教联合体补短板

2019年11月15日，五华县长乐公
园书卷舞台，广州番禺文化交流团举办
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文化交流暖心
文艺演出博得了市民的阵阵掌声。

为了将广州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优
质的兴趣课程和活动体验送到五华县乡
村学校，让孩子们拓宽眼界，番禺区教育
局组织开展了“快乐大篷车”流动少年宫
送教及星儿艺术团送戏下乡活动。

从星海音乐学院举办五华音乐创作
骨干培训，到举办五华乡村振兴战略专
题培训班；从组织品学兼优的五华“寒
门”学子，参加广州的“明心启智发现之
旅”，到筹措帮扶专项资金2200万元，兴
办五华职业技术教育……番禺区不断帮
扶补齐五华县教育医疗“短板”，通过组
建教育联合体、医疗联合体等方式提高
五华的教育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

截至2019年12月，35个贫困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比2015年
增长1.3倍；35个贫困村有集体收益项
目7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7.22万
元，比帮扶前增长了6.76倍。

广东省近年来实施“先富

帮后富”的对口帮扶政策。梅

州市五华县作为该项政策的受

益者，截至2019年 12月，五

华县有8371人脱贫，脱贫率

达99.49%。在帮扶过程中，

番禺区通过建造（五华）产业转

移工业园，帮助贫困户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通过产

业共建，激活五华县自身“造

血”能力，并在教育、医疗、文化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对口帮扶。

近日，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的苗家妇女正在学习交流苗绣技法。近年来，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苗绣微型企业将“扶贫车间”开在贫困村里，免费为贫困妇
女培训技能，回收苗绣产品，让她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曹永龙摄（中经视觉）

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派驻梅州市五华县竹山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王耀强（右一），与镇调查员入户核实贫困户
退出申请。 （资料照片）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这些
天，各地区脱贫的消息多了起来。有的省
宣布贫困县全部摘帽，有的省公布了贫困
户的数据仅剩十位数。人们一方面为脱贫
攻坚成就而倍受鼓舞，另一方面也“犹疑”
脱贫衡量标准，是不是一定要具体到个位
数。这其实提出了一个脱贫标准问题。

从 2017 年江西井冈山市第一个脱
贫摘帽以来，这几年陆续有几百个县市
经过考核验收，退出了国定贫困县行
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探索出一
整套衡量脱贫工作的标准。这些标准
里，有许多是量化指标，必须以数据来衡
量。可以说，如果一个地方脱贫攻坚工
作达不到要求的数据标准，这里的建设
成效一定要打折扣。完成一定的数据指

标，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我
们也必须认识到，衡量脱贫成效不能仅
盯数据，脱贫考核不能拘泥于数字。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们集全
社会力量开启脱贫事业。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力度和速度都在
加大。脱贫攻坚事业经过了不同的历史
时期，经过了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对脱
贫攻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于历史
和地理的原因，前些年我国确定了 15
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这几年，根据脱贫攻坚的进程，我
们贯彻精准扶贫的政策思路，向深度贫
困进军，明确了“三区三州”是全国的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目
标就是盯住深度贫困地区，多方用力，
保证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预期
成效。

无论是连片贫困地区，还是东部经
济相对发达地区，脱贫攻坚都取得了巨

大成就。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怎样衡
量脱贫成效，如何做到小康路上一个不
掉队，需要一整套评价标准。因为脱贫
在每个地方的重点内容不同，衡量脱贫
成效也不能简单地用一把尺子、一套数
据来完成。

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从基础设施
到公共服务，从村容村貌到贫困户增
收，这些年来脱贫工作几乎是地区发展
最重要的工作。脱贫攻坚的成效直接体
现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提
高。脱贫攻坚改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条件。在这些地方，可以说每一个村
落里都能看到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这
些地方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发展的条
件还比较脆弱。衡量这些地方的发展成
效，既要看到整体变化和基础条件的改
善，也要具体落实到户，仔细分析每一
个贫困户的收入情况。我们一方面要看
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达标率”，另

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贫困户脱贫的巩固
程度，防止返贫。

在东南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
区，贫困的分布是分散的，人们叫作“插
花式贫困”或者“边角扶贫”。这些地区
的脱贫攻坚任务看上去是“插花式”的，
实际上要解决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的问题，要消灭各个角落的贫
困，不让一个人掉队，提高整个社会发展
水平。衡量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脱贫成
效，就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收入数据或者
仅仅是做一个“两不愁三保障”的“算
法”，折算成经济数据来对比。对这些地
方的脱贫成效，要看到“最低的那一个”，
看到发生在角落里的变化，着眼于经济
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

如果我们仅仅是盯住数据，把考核
工作简单化为“数据”达标，忽视了扶
贫工作的地区性差异，难免不是刻舟
求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