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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广州黄埔区对口帮扶的县市全部脱贫摘帽——

东呼西应奔小康东呼西应奔小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庞彩霞庞彩霞 通讯员通讯员 钟钟 燚燚

广西来宾市广西来宾市：：

解解““四业四业””难题难题 让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本报记者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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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

“志智”双扶 脱贫圆梦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广西来宾市象州县水晶乡迷塘村村民曾小芳在自家果地采摘柑橘。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本版编辑 刘 蓉

广东清远连洲坪公路通车了，村民致
富的“拦路虎”消失了；“黄埔三都民族技
工班”的同学们正扎实学好技能、练好本
领，助力黔货出山；广州生物岛厂房天台
的光伏电站吸热发电，为西藏波密县玉许
乡送去源源不断的收益；新疆疏附县托克
扎克镇卫生院，援疆干部为即将投入使用
的新大楼做着最后的准备……

自2016年起，黄埔区对口帮扶广东
省清远市阳山县、佛冈县；东西部扶贫
协作贵州黔南州的独山县和三都县、贵
州都匀市和都匀经济开发区；对口支援
西藏的波密县玉许乡以及新疆的疏附县
托克扎克镇。

近年来，黄埔区仅在财政方面，共
划拨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3.33亿元，投
入阳山县精准扶贫资金4.61亿元，充分
发挥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产业扶贫、就
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领域精
准把脉、多点发力，成效显著，全面展
现出一个经济强区的使命担当。

黄埔区2019年帮扶的贵州黔南州三
都县、独山县顺利通过退出贫困县序列评
估，其中深度贫困县三都县提前1年完成
摘帽目标；2020年帮扶的阳山县35个相
对贫困村3101户7388人在册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出列……至此，黄埔区对
口帮扶的县市全部脱贫摘帽。

扶贫扶长远 长远看产业

自去年无公害鸡蛋首发广州以来，
贵州独山县影山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肖后勇一直很忙：由于品优价实，产
品已经供不应求。近年来，贵州提出

“黔货出山”的响亮口号，独山县影山镇
将绿壳蛋鸡养殖作为主打产业，引进蛋
鸡养殖龙头企业——影山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黄埔区主动对接影山农贸公司和
贫困户，一方面，投入180万元完成扶
贫养殖车间建设项目，由影山农贸公司
租用，每年为355户贫困户带来15万元
租金分红；另一方面，以贵州影山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以“自养+委托
代养”方式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带动全
镇1468户贫困户发展养殖绿壳蛋鸡。同
时，牵线搭桥帮助影山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与广东胜佳超市有限公司达成长期供
销协议，解决了影山镇蛋鸡产业发展农
产品的销路问题。

该区帮助三都协调解决企业生产流
通问题，成功申报九千海鲜菇生产基地为
三都县第一个粤港澳菜篮子建设基地。
5年来，黄埔区采购和协助销售三都地区
特色农产品3亿多元，26094名贫困群众

直接受益。
在都匀市，黄埔区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等产业扶
贫模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在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配送分中心、兴建扶贫
车间解决贫困人口就业等方面取得了突
破。都匀经开区申创国家级开发区取得
阶段性成效，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取得新
进展。

在西藏波密县玉许乡，黄埔区在广东
首创异地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光伏扶贫电
站15个，为贫困户带来人均1万多元的
红利，终结了玉许乡财政收入为零的历
史。同时，扶持当地发展藏香猪养殖场、
灵芝菌大棚种植、纯净水厂等项目，产品
通过电商平台和区乡合作平台销售至广
东。帮助各村镇因地制宜发展冬菇、无花
果、旱地西洋菜、阳山鸡等农产品种养。
当前，黄埔区产业帮扶既有“短、平、快”式
的种养结合等立体产业，也有如光伏项目
这样“长效、稳定”的扶持，以产业的长短
互补增强村集体自我“造血”能力，形成可
持续发展。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在阳山县扶贫中，来自黄埔区的驻

村扶贫工作队为有意愿的贫困户发放鸡
苗、饲料和农药化肥，推动贫困户实现
自主、持续地发展生产。

“我们愿意给贫困户提供机会，但也
要他们自力更生，不要总有‘等靠要’的想
法。”火岗村驻村第一书记杨伟桦说。“扶
贫必扶智，教育是脱贫的根本出路。”七拱
镇新圩村驻村第一书记邹文龙到岗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点
对点的指导和帮扶。

在对口帮扶阳山县中，黄埔区注重
提升当地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
水平，完善学校（幼儿园）的办学硬件
设施。投入近8950万元支持建设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阳山黄埔学校）项目，该
校已于2019年9月按计划招生开学。黄
埔区把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的“异地光
伏”电站每年的90万元收益作为该校

“阳光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奖励优秀学生、优秀教师。为改善三都
县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的情况，
黄埔区创办“黄埔三都民族班”和“黄
埔三都民族技工班”，免费培养贫困高中
生，用技能培训带动民族学子闯出就业
新出路。

目前，黄埔区与三都县44所学校全
覆盖结对；与独山县22所中小学结对帮
扶全覆盖；与都匀市45所学校、4所幼
儿园结对帮扶全覆盖。此外，该区与玉

许乡签订教育对口帮扶协议书，采取多
形式多渠道对玉许乡两所小学进行教育
教学帮扶。

脱贫攻坚不仅要让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还要让他们有地方看病、
看得起病。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地处
我国西北边陲，发展基础薄弱。黄埔区
对口帮扶扩建的托克扎克卫生院新大楼
已封顶。“新大楼建好后，我们还要帮助
当地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援疆干
部张武养说，援疆专家对托克扎克镇医
务人员开展系统培训，还编制指导性工
作指南，使托克扎克镇的医疗工作更加
规范。健康扶贫也是黄埔区对口扶贫的
重点任务。在阳山县，黄埔区投入3000
万元，支持建设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大力改善当地妇幼医疗卫
生条件，目前该中心已封顶，12月可投
入使用。在黔南州，黄埔区与三都县24
所医院全覆盖结对；与都匀市24家医院
结对，实现都匀市基层医疗机构帮扶全
覆盖；与独山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
幼保健院等11家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全
覆盖。

在西藏玉许乡，黄埔区先后3批次7
人次到当地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帮扶玉
许乡卫生院50万元，用于购买救护车、
装修病房、改造乡卫生院大门及院内基
础设施建设等。

“歌里都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
为啥要易地扶贫搬迁，不搬行不行？”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雷山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涂子含告诉记者，老雷山村位于石漠
化山区，人均耕地不足0.3亩，水、电、道
路、信号“四不通”；过去，该村人均年收入
只有960元，全村127户都是低保户，村
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正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以当地的地质环境和自然资源，想要摆脱
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可持续发展几无可
能。“所以，不搬不行！”涂子含说。这一
点，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形成的共识。

要改善当地群众生活、最大限度释放
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红利，“搬得出”只不
过是第一步，接下来更要让当地群众“稳
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因此，解决群众
产业、就业、学业、物业4个方面的难题，

成为当地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重点。
在产业方面，当地发挥党员在脱贫攻

坚中的致富带头人作用，鼓励党员盘承
忠、盘承起两兄弟利用大石山区这一独特
的地理条件，发展山羊养殖，探索“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截至目
前，盘氏兄弟养羊存栏头数超过300只，
成为远近闻名的党员致富带头人。

同时，2017年以来，雷山新村的集体
经济收入持续增加，除门面收益、基站收
益、光伏发电项目外，2019年又新增了大
棚蔬菜用地土地租金和项目分红两笔收
入，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以该
村一个三口之家为例，每年可获村集体经
济分红1500元。

在就业方面，驻村工作队连续多年
邀请专业人士，为村民免费提供汽修、
电工、电焊、月嫂等技能培训，共有28
人领到了相关上岗资格证。同时，先后
向银海铝业、盛汉皇朝陶瓷厂、迁江糖
厂、奥尔云公司等单位成功介绍32人实
现就业。

在学业方面，该村易地扶贫搬迁遵循
了“三靠近”的安置原则，即靠近乡镇中心
区、靠近工业园区、靠近交通干道。搬迁
后的雷山新村位于迁华工业园归侨安置
区旁，距迁江镇政府所在地6公里，其配
套的迁华小学和医院直线距离不超过
500米，村民可以就近就学、就医。

在物业方面，雷山新村实现了生活用

电、用水全通，道路全硬化，电视电话信号
全覆盖，整村环境整洁、治安良好、邻里和
睦，并建有三层村委综合办公楼、灯光球
场、乡村舞台、健身场所、公共厕所等附属
设施。村民们说：“如今村里的环境大变
样，老百姓越过越舒坦了。”

截至目前，雷山村实现整村搬迁7年
有余，当地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10月份
建档立卡时的16.55%下降至2019年底
的0.45%。2019年，该村人均年收入突
破1.2万元，是2012年的12.5倍。

此外，来宾市还涌现出不少脱贫攻
坚典型人物，象州县水晶乡迷塘村村民
曾小芳就是从建档立卡贫困户转变为致
富带头人的代表。2012年，曾小芳开始
接触砂糖橘种植产业，她在政府相关部
门帮扶下争取到贴息贷款，修路解决了
水果运输难题，又注册了“蜜满红”商
标，成立专业合作社，组建水晶农村电
商扶贫中心，帮助贫困户把优质水果销
售出去。

据了解，2016年以来，象州县累计
向 贫 困 户 发 放 产 业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33092.66 万元，涉及 5163 户。如今，
不仅“象州砂糖橘”已成为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曾小芳所在的村子也实
现了整村脱贫的目标，目前她的合作社
吸纳社员150多人。“要想脱贫，绝对不
能等、靠、要，要靠自己的双手拼搏奋
斗。”曾小芳说。

“您好，需要送水是吧？我一
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您家里需要打扫卫生呀，什
么时间？您把地址告诉我。”

……
一大早，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

圆梦新居家政服务中心经理多琼
就接到了好几个预约电话。家政
服务中心员工格桑被安排去为顾
客做保洁服务，别看格桑如今对工
作轻车熟路，当初刚加入家政中心
时，她可是打过不少次“退堂鼓”。

不止格桑，家政公司成立时加
入的11个人，每个人都退缩过。

“了解到大家有畏难情绪，当时的
驻社区工作队队长卓玛就跟我们
一起去，像打扫卫生间这样的脏活
累活她总是带头做。”格桑说，“卓
玛找大家谈心，转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明白靠自己双手劳动致富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从 2018 年 5月成立时的 11
个人，到2019年的16个人，如今
家政服务中心已经有了20名员
工。“现在我们的家政服务订单越
来越多，每人每月平均可以领到
2800元工资，年底还有分红，这可
比搬迁前放牛牧羊的收入多。”多
琼说。

圆梦新居是改则县第一个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共安置群
众44户216人。搬迁群众都来自
牧区，如何让他们“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成了圆梦新居驻
社区工作队干部挂在心头的大事。

为了帮助圆梦新居的搬迁群
众尽快适应新环境，鼓励搬迁群

众勤劳致富，搬迁之初，驻村工作
队通过座谈、入户走访等形式摸
清了村情民意，根据群众普遍缺
乏劳动技能的实际，结合市场需
求，确定实施了技术要求不高又
能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的家政服务
项目。家政项目确定后，驻村工
作队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家
政服务中心联系开展业务，另一
方面通过干部带头、谈心谈话等
形式转变群众思想观念，在搬迁
群众中树起一批自主脱贫、自力
更生的典型。

多琼便是其中一员，作为最
早一批加入家政服务中心的员
工，他还担任了社区居委会的组
织委员。多琼说：“通过家政服务
中心的引导示范，大家的思想有
了很大转变，主动脱贫的愿望越
来越强。”

为了给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
的妇女创造增收机会，今年5月，
圆梦新居开设了编织技艺培训
班。第三批驻圆梦新居社区工作
队队长陈飞介绍，社区两委和驻社
区工作队干部通过网络学习毛线
编织技艺，再教给社区妇女，编织
的毛毯每条可获利300元。

在圆梦新居社区的洗车场、茶
馆、超市，随处可见社区居民奋斗
的身影，不等不靠，勤劳致富的理
念已经成了共识。

搬迁只是手段，致富才是目
的。陈飞说：“通过对易地搬迁群
众实施‘志智’双扶，激发他们致富
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
贫穷的土壤。”

新疆工信厅向喀什地区莎车县的17个村
派驻了第一书记。作为工信厅工作队总领队，
我在伊什库力乡克什拉克村担任第一书记。在
扶贫工作中，我们探索和实践了“集团化作战”
扶贫模式，形成了扶贫合力，扶贫效果显著。

“集团化作战”扶贫的主要特点是统一决
策、理念共同遵循、项目共同实施、贫困户共同
受益。实践证明，“集团化作战”扶贫模式有利
于各贫困村互为促进，有助于扶贫干部互为支
撑，提升了扶贫效果。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
增收的根本途径，必须在规模效益上下功夫，

“集团化作战”扶贫模式推动了乡村扶贫产业走
向规模化。以推广养鸡为例，我们从2018年3
月开始部署以来，养殖规模迅速扩大，2018 年
有 30 万只，去年达到 120 万只，今年预计超过
200万只，贫困户通过就业、入股、养鸡等方式
参与这项产业发展。鉴于良好发展态势，莎车
县已明确规划了1000万羽家禽养殖规模。

按照“集团化作战”扶贫模式，我们在发展养
鸡产业上的主要做法是：第一，坚持最大化惠
民。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鼓励贫困户认购鸡
苗，合作社统一收购，保证农户收益。第二，坚持
市场化运作。先签合同，再组织养殖，以保证销
售顺畅。第三，坚持规模化生产。以工厂集中养
殖为主、农户散养为辅。第四，坚持产业化推
进。建设高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的家禽屠宰场，
打通育雏、养殖、屠宰、冷链、运输等环节，今年计
划将产业链延伸至生物有机肥、高端林果业肥料
等方面。第五，坚持协同化发展。前方驻村队员
及时向后方单位汇报，全厅全员全力支持，莎车
县及援疆省市、疆内外企业给予大力支持，积极购买扶贫产品。

根据“集团化作战”扶贫模式，我们按照“一盘棋”规划，实施一乡一
品、多村一业。17名第一书记合力招商，为所在乡镇引入2家服装企业，
创造了500多个就业岗位，按照每个乡镇选择一个村建设一个中心工厂，
其他村建一个生产车间的生产组织形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在设施农业方面，引进上海浦莎公司统一经营大棚，实现112人就
业。大棚所有权不变，经营权被流转，这种“传统大棚+企业化经营+精准
扶贫”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扶贫效果，在全县多个乡镇推广，一批闲置的传
统大棚被盘活，让贫困户出了家门进厂门，逐渐转变为产业工人。

通过推广“集团化作战”扶贫模式，17个村全部实现贫困户一户一人
就业，大部分村实现一户多人就业。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模式，助
力服装企业提升规模效益，以吸纳更多人员就业。去年，2家落户的服装
企业完成了5000万元以上销售额，带动稳定就业800人以上，预计2020
年销售额将实现翻番。

西藏改则
县圆梦新居家
政服务中心经
理多琼驾驶三
轮摩托车给顾
客送水。

贺建明摄
（中经视觉）

图为黄埔区扶贫工作队援建的连洲坪公路。 李剑锋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