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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佛山力量

脱贫攻坚，金融助力！ 2020 年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实现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工行佛山分

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总攻动员令，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

总省行关于金融扶贫的工作要求，切实

把金融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通

过与四川凉山州白银厂村结对帮扶、积

极参与扶贫济困等方式，全力以赴为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贡献工行力量。

定点结对

赋能乡村内生式金融扶贫

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交通闭塞、生

产落后……这就是深度贫困区的真实

面貌。 在工行广东省分行对口扶贫四川

省金阳县的基础上， 佛山工行主动作

为，在佛山市政府扶贫办、人民银行佛

山市中心支行和市工商联的组织下，通

过佛山派驻当地扶贫干部的协助，与四

川省凉山州金阳县白银厂村结成帮扶

对子，帮助该村早日脱贫摘帽。

据了解，白银厂村是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挂牌督战的 1113 个未摘帽

贫困村之一。 该村地处山区，位于金阳

县南部，距县城 105 公里。 全村共有常

住村民 177 户共计 1355 人， 其中贫困

户 135 户共计 981 人，贫困人口占比超

过 70%，是全县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之一。

5 月 22 日~25 日，佛山工行主管行

长与工会办负责人一行疾行近万里，前

往四川金阳县青松乡白银厂村开展扶

贫攻坚结对帮扶工作。 一行人到达白银

厂村后，与村干部和贫困户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在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该行

一行在金阳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当地村

民的见证下，与白银厂村签订了《佛山

市社会力量助力凉山州挂牌督战村结

对帮扶协议书》， 并向该村捐赠了产业

帮扶资金 5 万元，助力产业扶持和农产

品销售， 帮助白银厂村实现内生式发

展。

此外，佛山工行还于 6 月 1 日成立

了对口四川金阳县扶贫工作专项领导

小组， 负责统筹协调行内各项资源，整

体推进、督促落实总省行定向扶贫各项

工作。 行长任组长，其他行领导任副组

长，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帮助金

阳县实现稳定脱贫。 工行佛山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 将通过村企结对帮扶，建

立畅通的沟通机制，帮助结对村查找脱

贫弱项短板， 制定有效的帮扶措施，精

准施策， 引领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激

发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推动结对村

的脱贫工作取得实效。

爱心扶贫

冲刺脱贫攻坚大决战

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也是“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10

周年。 为贯彻落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推进会部署要求，聚焦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目标， 根据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要

点》，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工行佛山分

行积极组织行员工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献爱心募捐活动，努力营造参与扶

贫“人人皆知，人人可为，热心捐献”的

良好氛围，组织员工参加“广东扶贫济

困日”献爱心募捐活动，得到全体员工

的积极响应。 本次共筹集善款逾 30 万

元，全力以赴支持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

坚战。

此外，佛山工行还积极开展和落实

消费扶贫“春暖行动”，深挖消费扶贫潜

力，全力发动员工和客户采购金阳县的

青花椒、魔芋、核桃、红糖、松茸、苦荞茶

等特色农产品。 2020 年 5 月，从金阳县

采购农产品共计 110 万元，促进贫困户

稳定增收， 支持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用一种带着责任、感情和温度方式，

统筹资源，形成扶贫大合力，支持贫困

县实现稳定脱贫。

据统计，近两年佛山工行在消费扶

贫上可圈可点。 2019 年至 2020 年，从工

行广东分行定点扶贫村阳江市阳东区

那龙镇九三村采购橘子 2 万斤，共 2000

箱，价值 8 万元；2019 年 12 月，投入 12

万元向总行定点扶贫县四川省万源县

采购大批鸡蛋。 切实帮助贫困地区农民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保障贫困户稳定

增收。

“人心齐，泰山移。 ”脱贫攻坚是全

党、全国、全社会的事。 下阶段，工行佛

山分行将继续履行国有大行的社会责

任和使命担当， 坚持不懈做好扶贫工

作，出实绩、求实效，助力全社会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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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 6月30日， 在第十一个

“广东扶贫济困日”到来之时，梳理佛山

扶贫攻坚现状， 探寻扶贫攻坚突围之

路，对佛山决胜扶贫攻坚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

成绩：连续三年获得“好”等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工作部署，佛山市脱贫攻坚工作主要

为对外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和省内脱

贫攻坚对口帮扶工作。 目前，佛山市扶贫攻

坚工作已取得决定性进展。 对口凉山扶贫

协作、对口帮扶湛江、云浮都取得积极成

效，扶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

对口凉山扶贫协作方面，已促成53

家广东企业投资落户凉山，实际投资额

超过43亿元。 援建安全住房6644套，为

27680名住房困难户解决住房问题。 创

新组团式医疗、教育帮扶、结对帮扶模

式，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住房难、上学

难、看病难等老大难问题。 助力凉山11

个国家级贫困县成功摘帽4个、1772个

贫困村退出贫困行列、80.1万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2017年国家对扶贫协作工作开展

考核以来，佛山连续3年获得“好”的等次。

2019年10月， 佛山对口凉山扶贫协作工作

组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对口帮扶湛江、云浮方面，佛山累

计建成1420个产业增收项目，形成了一

批有特色、成规模的产业扶贫项目。 实

施一大批民生项目，帮助7791户危房户

完成危房改造。 湛江、云浮12个县

（市、

区）

由佛山帮扶的254个相对贫困村已

全部退出贫困行列，7.9886万名相对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到2019年底，所

帮扶的254个相对贫困村全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达17678.10元， 大幅度超过全省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60%

（

11022

元 ）

的

省定标准。

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虽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但佛山的

扶贫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据了

解，佛山市帮扶凉山州11个国定贫困县属

于“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

区，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

骨头”。省内，佛山市帮扶湛江、云浮两市

的相对贫困人口体量大，约占整个广东

相对贫困人口的20%，难度极大。

挑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凉山剩余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四川省未摘帽的7

个贫困县全部在凉山，占全国52个未摘

帽县的13%。 7个贫困县都是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 其中，6个县2019年GDP不到

40亿元，5个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不到1.5亿元

（美姑县仅

0.92

亿元）

；4

个县贫困发生率超过11%， 其中布拖县

为22.56%，金阳县为14.67%。 此外，2.9万

人存在返贫风险，9.2万边缘人口存在致

贫风险。

二是对口帮扶的湛江、云浮所属的

12个县

（市）

全部被纳入省督战

（未脱贫

人口达

100

人以上的县被纳入省督战）

。

254个相对贫困村， 还有155户496人尚

未脱贫。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对务工就业、

产业项目、产品销售都造成不利影响。 招商

引资方面，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投资意愿明显不足。

解决：多方抓好扶贫攻坚

佛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决胜扶贫攻坚，针对上述

挑战和问题，今年下半年将着重抓好以

下多方面的工作。

对口协作凉山方面，一是着力抓好

安全住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工作。 开展集

中连片突出贫困现象整治， 推进广东

（佛山）

援建新村和集中安置点乡村振

兴试点工作。

二是突出抓好稳岗就业工作。 积极

做好稳岗服务，进一步完善务工补助金

管理使用办法。 推动佛凉两地人社部门

加强沟通协调，同时协调做好在凉山当

地务工人员稳岗工作及后续跟踪服务。

三是加大产业扶贫协作力度。 用好

财政奖补政策，吸引更多的广东

（佛山）

企业到凉山投资。 继续支持凉山发展一

批产业园区。 扎实开展消费扶贫，让更

多的凉山农特产品走向市场。

四是努力完成社会帮扶资金任务。

积极发动企业、商协会等参与扶贫协作

工作，引导其开展捐款捐物。

省内对口帮扶湛江、云浮方面，一是全

力完成剩余脱贫任务。 紧盯未退出村和贫

困人口，严格执行脱贫退出标准和程序，确

保今年上半年实现剩余相对贫困人口全部

稳定脱贫、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

二是巩固提升脱贫攻坚质量与成

色。 坚持帮扶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对脱

贫不稳定人口进行动态监测。 巩固产业

扶贫成果， 着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贫

困人口受益多的长效产业项目。 巩固就

业扶贫成果，把返贫风险降到最低。 积

极推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

家政”工程。

三是全力推进消费扶贫行动。 推动

各级预算单位优先购买扶贫产品。 实施

“扶贫微超”工程，鼓励引导企业布设一

批消费扶贫智能柜。 同时，在网络消费

扶贫、打造消费扶贫平台等方面推动消

费扶贫上新水平。

佛山工行：全力以赴助力脱贫攻坚战

佛 山 工

行 与 金 阳 县

白 银 厂 村 开

展 结 对 帮 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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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扶贫攻坚工作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仍需努力

决胜扶贫攻坚 佛山还须闯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