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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佛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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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 农行南

海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扶贫

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坚持“责任、奉献、

行动”的党建品牌，创新探索消费扶贫

新模式，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

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农行力量。 同时，济

困助弱爱心活动也在该行持续开展，农

行南海分行用勇担社会责任的初心向

社会传递农行正能量，全力助推构建美

好和谐社会。

消费扶贫，线上线下多渠道引新潮

“‘消费扶贫爱心卡’让我也能为扶

贫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刚办理完该

卡业务的市民梁先生对记者说道。 5 月

28 日， 农行广东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

（省扶贫办）

联合推出借贷合一信用卡

“消费扶贫爱心卡”，登录“农业银行信

用卡” 微信小程序即可线上自助申办，

持卡人可参与多种形式的用卡促销优

惠活动。

据悉，此次联合发行“消费扶贫爱

心卡”， 是广东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又

一创新探索，为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提

供可靠渠道，进一步推动消费扶贫理念

深入千家万户，引导消费者广泛参与消

费扶贫，让消费扶贫“人人皆可为、人人

皆愿为、人人皆能为”。

记者获悉，农行南海分行多措并举

促进消费扶贫，还结合农行掌上银行的

扶贫商城，搭建“线上+线下”场景体验

销售阵地，在多个网点设置了“扶贫爱

心购”展示区，让前

来办业务的客户能

直观地了解掌银扶

贫商城在售的优质

农产品。

通过随机走访，

记者看到这种“以购

代捐”的模式引起了

不少市民的兴趣。“首先

网上购物很方便，其次这

些地方特色农产品在品

质上也比较有保障。 ”市民唐小姐

说；在市民沈伯看来，既买到了商

品， 又能帮贫困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截至 6 月 10

日，农行南海分行客户通过农行掌银扶

贫商城助力消费扶贫金额已达 39.58 万

元，一条内生式、可持续的精准扶贫路

正悄然形成。

多措济困，爱心善举践行社会责任

除积极探索消费扶贫新业态外，农

行南海分行一直坚持济困助弱，用爱和

无私绘就暖心篇章。

“这笔助学金震撼了我的心灵，让

我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社会充满了爱。

我将追逐梦想一直走下去。 ”受助学生

小昇的感谢信让助学党员红了眼眶。 又

是一年开学季，农行南海大沥支行党员

募集了两万元用于结对助学， 从 2004

年开始， 他们已累计资助超过 80 名困

难学生，合计金额超 30 万元。 支行多名

员工因善举被评为佛山市“爱心大使”。

在农行南

海西樵支行， 有一

支成立多年的志愿

服务队，今年，他们

继续为当地 53 户贫困残疾家

庭送去爱心物资及慰问。 说起

这支志愿队，西樵的区叔不禁竖起了大

拇指。 前年，区叔的妻子身患重病，一家

子治病、上学、生活的重担瞬间都压在

区叔肩上，多亏了这支党员志愿者及共

建党组织的多次援助，才让区叔渡过了

难关。 同样暖心的还有农行南海罗村支

行党员志愿者们。 在了解到南海区社会

福利中心多名长者未激活社保卡影响

就医后，志愿者们立即上门为长者们办

理社保卡激活业务，免除长者外出感染

的风险以及行动不便的烦恼。

以上都是农行南海分行爱心济困

行动的缩影，据记者了解，类似的善举

还有很多。 如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防

疫爱心包”活动、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携手开展旧墙美化涂鸦活动、把“课堂”

搬进社区和企业、化身“环境美化师”清

扫街道、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农行南海分

行人用“责任、奉献、行动”书写了扶贫

济困、服务社会的大爱篇章。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江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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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刘丹

扶贫攻坚，数字最有说服力。这里摘

录一组数字， 记录佛山扶贫攻坚的付出

与成绩。

17.3

亿元：

今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

力完成东西部扶贫协作

（凉山州 ）

以及

省内对口帮扶湛江 、云浮任务，落实

对外扶贫及援建资金 17.3 亿元，推动

剩余 8 个县 317 个村 19.3 万相对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继续做好对口支援

西藏墨脱、新疆伽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 41 团以及四川甘孜州乡城县、得

荣县工作。

11

个：

佛山市主要对口扶贫四川省凉山州

11 个国定贫困县。

53

家：

对口凉山扶贫协作方面， 佛山已促

成 53 家广东企业投资落户凉山，实际投

资额超过 43 亿元。

6644

套：

佛山援建凉山安全住房 6644 套，为

27680 名住房困难户解决住房问题。

80.1

万人：

目前，佛山助力凉山 11 个国家级贫

困县成功摘帽 4 个、1772 贫困村退出、

80.1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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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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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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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6 万名相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

贫。

17678.10

元：

到 2019 年底， 佛山所帮扶的湛江、

云浮 12 个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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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

2019 年，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

会议、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共

20 次专题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5030

名：

通过佛凉两地有关部门的密切合

作，截至 4 月 30 日，已“点对点”输送

5030 名凉山农民工

（建档立卡贫困户

4478

人）

到佛山企业务工，提前完成全年

向佛山转移 3550 名贫困劳动力的任务。

13193

个：

截至 4 月 30 日， 佛山已开发设置

13193 个公益岗位， 安排 5045 万元岗位

补贴资金， 帮助凉山部分贫困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实现增收脱贫。

《

2020

年广东（佛山）扶贫济困日活动倡议书》

责任、奉献、行动

———农行南海分行书写扶贫济困大爱篇章

农行南海分行志愿者向客户介绍“扶贫

爱心购”展示区农产品。 通讯员供图

4 月底， 佛山市扶贫济困日

活动办公室发布 《2020 年广东

（佛山）

扶贫济困日活动倡议书》

（以下简称 “倡议书”）

， 倡议全市

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

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

应号召，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力量。

倡议书说， 2020 年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 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历史伟

业即将实现，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但是， 当

前我市对口帮扶的四川省凉山

州， 对口帮扶湛江、 云浮仍有少

部分贫困人口没有脱贫， 打赢脱

贫攻坚战依然面临不少挑战， 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难度不小。

佛山历来是一片乐善好施的

热土， 社会各界一直积极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 为扶贫济困活动献

爱出力， 彰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

担当和扶贫济困的大爱精神。

倡议书指出， “广东

（佛山）

扶贫济困日” 活动已成为社会各

界参与扶贫济困事业、 奉献爱心

的一个重要平台。 今年是广东扶

贫济困日活动 10 周年， 今年活动

主题为“决胜脱贫攻坚， 助力乡

村振兴”。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社

会力量， 佛山市扶贫济困日活动

办公室倡议： 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以及

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号召， 慷

慨解囊， 奉献爱心； 同时， 期盼

关心关爱脱贫攻坚大业的朋友

们、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们，

都能踊跃参加扶贫济困捐赠活

动， 奉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倡议书认为， 涓流共汇， 足

以涌成江河； 绵力齐聚， 定能众

志成城。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以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用大爱之

心和善举义行， 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刘丹

“数”说佛山扶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