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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带扶贫，让扶贫促消费

中堂消费扶贫馆正式揭牌运营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中堂宣

中堂镇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工作，利用“互联网+”等

方式打通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 6 月 22 日，中堂消费扶贫馆

正式揭牌开馆，采取单位定向购买、工

会福利购买、企业帮扶购买等方式，推

动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

售。

中堂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全

镇共同努力， 把消费扶贫打造成产业

扶贫的“升级版”和脱贫攻坚任务提质

增效的载体。

实行产销一体化

中堂镇消费扶贫馆以中堂供销社

为运营主体， 由东莞市供销集团有限

公司整合扶贫地区农产品资源， 实行

联合采购，统购统销，统一与扶贫地区

企业订购农副产品、实行产销一体化。

消费扶贫馆的运营模式包括线下

和线上模式。 线下以实体门店—中堂

供销社为服务单位， 拓宽扶贫地区农

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 将优质农产品

引入中堂， 鼓励全镇企业和单位进行

线下采购；线上则通过“供联 e 家”电

商平台，建立“中堂消费扶贫馆”，推动

扶贫产品网上销售，并开通“企业采

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采购、销

售的经营模式。

目前，中堂供销社已经将云南昭

通、广东揭阳惠来、西藏林芝等各地

的特色农副产品推向市场，还将通过

对接镇政府有关部门、工会、企事业

单位食堂等方式， 进一步拓宽扶贫产

品的销售渠道， 推动扶贫地区的农产

品销售， 助力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

战。

接下来， 中堂消费扶贫馆将在经

营模式和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遵循市

场规律，强化平台对接，打造多样化农

产品展销中心， 大力拓宽贫困地区农

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打通供应链条，

提升服务能力，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采购对口帮扶地区农副产品

6 月 19 日， 中堂镇召开消费扶贫

推进会， 会议要求依托东西部扶贫协

作、对口帮扶等扶贫工作机制，积极投

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开展扶贫产

品定向采购和集中展销， 强力推进消

费扶贫。 会议推动中堂机关工会、中堂

公安分局、 中堂医院与中堂供销社签

订消费扶贫协议， 采购价值 58.5 万元

贫困地区扶贫产品， 以消费扶贫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会议要求， 要充分运用政府采购

政策和工会职工集体福利政策， 通过

优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等方式，采购

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 全力

助推中堂镇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地区实

现小康社会目标。

莞商与云南镇雄县

35个村结对帮扶

200万资金帮扶到村，助力高质量脱贫攻坚

记者从东莞市工商联

（总商会）

获悉，6 月 19 日，在“东莞市工商联

（总商会）

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35

个国家挂牌督战村结对帮扶仪式”

上，东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

（总

商会）

莞商代表团为镇雄县捐赠 200

万资金提供精准帮扶。 此次签约，包

括东莞世界莞商联合会、 广东三正

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

公司、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等 19 家

商

（协）

会、企业与镇雄县 35 个国家

挂牌督战村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并

捐赠帮扶项目资金， 助力镇雄县高

质量脱贫攻坚。

“感谢东莞对我们偏远山村的

帮助， 亳都村帮扶资金将用于人居

环境的提升工作。 ”镇雄县坡头镇亳

都村是本次结对帮扶的 35 个国家

挂牌督战村之一，在签约仪式上，亳

都村党支部书记徐鹏表达了感谢。

未来， 毫都村将把这笔帮扶资金用

于文明实践超市奖补， 以及奖补解

决贫困家庭所缺的生活用品。

据悉， 此次结对帮扶结合帮扶

村的实际情况和帮扶需求进行的村

企对接，让各村在基础设施、村容村

貌、 产业发展等方面有切实的获得

感。 广东三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莫永康介绍， 该公司与镇雄县

泼机镇鹿角村、 李官营村与大院子

村结对帮扶，将为村庄的路灯建设、

太阳能路灯购置等提供支持。“饮水

思源、 回报社会是企业应尽的社会

责任，希望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对镇

雄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升本地群众

生活水平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莫

永康说。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二级调研员， 镇雄县委常

委、 副县长张伟华在签约仪式上介

绍，2016 至 2020 年， 东莞市累计投

入到镇雄财政帮扶资金 2.93 亿元，

动员社会各界向镇雄捐物捐款 6360

万元。 目前，参与结对帮扶的企业和

社会组织还在持续增加中， 帮扶资

金和物资也在不断增加。

据统计，2019 年底镇雄县累计

出列 134 个贫困村、 脱贫 90911 户

435732 人，贫困村减少至 101 个，贫

困人口减少至 27186 户 122276 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9.26%。 截至今年 5

月，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存在脱贫

弱项的对象已降至 560 户 2291 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0.17%。

镇雄县副县长王岷岐表示，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东

莞市 19 家商

（协 ）

会及企业代表结

对帮扶镇雄县 35 个国家挂牌督战

村， 进一步补齐了各村脱贫出列短

板。

东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市工

商联党组书记陈国良介绍， 东莞市

工商联

（总商会 ）

将紧紧围绕“万企

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的目标任务

和总体要求， 以国家挂牌督战村帮

扶为重点，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

行动。 接下来，将充分发挥工商联系

统优势和东莞民营企业在产品、市

场、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等方面

的优势， 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企业积

极参与到东西部扶贫协作行动中

来。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东莞工商联

南城为11条贫困村建设“幸福楼”

日前， 东莞南城召开了南城南

雄对口帮扶党政领导联席会议，交

流两地对口帮扶工作情况， 进一步

做好脱贫攻坚收官工作， 确保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截至今年 5

月底， 南城街道共统筹各类帮扶资

金 5451 万元，用于贫困村脱贫攻坚

工作。

南城街道党委书记詹文光表

示， 南城一直把精兵强将送到精准

扶贫一线，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精准扶贫的‘规定动作’ 要做好，

‘自选动作’要有效果，要获得当地

政府和群众的认同。 ”詹文光说，接

下来， 南城将进一步加大产业帮扶

力度。

南城街道党委副书记、 办事处

主任苏东现场介绍了南城的经济发

展情况。 2019 年，南城地区生产总值

为 612 亿元，全市第三，税收全市第

一。 今年，在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同时，南城以战时思维、战

时状态、 战时要求紧锣密鼓地开展

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工作， 重大建设

项目前 5 个月完成了年度投资目标

近八成。

南雄市委书记王碧安表示，多

年来， 南城用心用情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对南雄的脱贫攻坚支持很大。

截至今年 4 月， 南城所帮扶的 12 条

贫困村已全部退出， 贫困户和村集

体的收入逐年提高。

据了解，截至今年 5 月底，南城

街道共统筹各类帮扶资金 5451 万

元，用于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 其

中到户到人资金 1297 万元，到村

引导资金 3600 万元，社会各界扶

贫资金 287 万元 ， 帮扶单位自筹

资金 267 万元。 此外，还创新性地

为 11 条贫困村建设集中居住式

“幸福楼”， 解决贫困村老人居住

问题，目前 10 条村的“幸福楼”已进

入竣工验收阶段， 预计 8 月底完成

验收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中堂：对鲁甸县

落实资金帮扶约724万

今年是中堂和鲁甸扶贫协作的第三年，近

期，中堂镇主要领导亲自部署、靠前指挥、亲自

动员发动社会企业捐赠资金 354.97 万元， 用于

支持鲁甸县及结对乡镇、村购置医疗救护车、学

生的校服购置、卯家湾安置点健身路径、休闲椅

购置、生态观光园配套建设、保鲜冷库建设、卫

生所基础医疗设施购置等扶贫产业、 扶贫济困

帮扶项目。

截至目前， 中堂镇对鲁甸县落实资金帮扶

723.97 万元。 用于支持结对的鲁甸县乐红镇、桃

源乡、 文屏镇开展魔芋种植、 苹果保鲜冷库建

设、 肉牛屠宰场配套设施、 生态观光园配套建

设、卫生室加层建设等扶贫产业帮扶项目；推动

中堂镇江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云南中汇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2000 万元的农产品采

购协议， 进一步加强中堂与鲁甸农业产业协作

和农产品产销对接。

扶贫协作以来， 中堂镇与云南昭通鲁甸县

签订帮扶协议，开展领导互访、人才选派、镇镇

结对、村村结对、“万企帮万村”等工作，突出抓

好产业帮扶、民生事业帮扶、人才支援与交流、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的扶贫协作， 共同推

动东西部扶贫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鲁

甸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