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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佛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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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金融在行动！ 今年是

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农行佛山分

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在省农行的领导

下，立足实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

牵线东西部产业协作、积极参与消费扶

贫等方式，扎实推进贫困地区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佛山

农行的金融力量。

紧盯东西部产业转移 全力做

好金融支持

5 月 21 日，佛山农行联合佛山市金

融工作局相关领导到金融局定点扶贫

村云浮宝珠村开展攻坚脱贫工作调研，

并给该村委爱心捐赠了口罩、洗手液等

一批防疫物资。 调研期间，银政双方与

帮扶群众亲切座谈，了解他们生活上的

困难和需求并给予解决方案。 村镇主要

领导对银政双方的支持帮扶深表感谢，

表示一定会带领全村群众，继续搞好产

业发展，巩固帮扶成果，把宝珠村发展

得更好，让村民过上幸福生活。

记者获悉， 类似的帮扶并非个例。

为深入贯彻省农行的战略部署，近年来

佛山农行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紧盯

优势行业龙头东西部产业转移需求，积

极对接客户投资需求，对辖内客户认真

摸查走访。 得知某洁具公司在重庆生产

基地有贷款需求，佛山农行密切跟进客

户投资动向，加强与省农行、重庆农行

的沟通，近期，与重庆农行组成内部银

团，成功审批该公司智能卫浴生产项目

固定资产贷款 1.68 亿元，目前已投放第

一期贷款 2094 万元。

据了解，佛山农行为帮扶地区引荐

了 3 家投资企业。 对于协助

东西部扶贫工作， 该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 佛山农行深入

贯彻省农行战略部署， 为政

企沟通、 为企业参与牵线搭

桥， 利用企业总部位于佛山

的地域优势主动对接、 坚持

上下联动， 用实际行动助力

脱贫攻坚，接下来，在省农行

的指引下， 协同企业做好项

目调研和对接， 加强联动协

作，力促投资意向尽快落地，

确保帮扶工作落实到位。

以购代捐促消费扶贫 助力脱

贫攻坚决战

近日，佛山农行与佛山市总工会联

合举办以购代捐扶贫动员会议暨消费

扶贫爱心卡推介活动。

该行积极与各单位工会负责人沟

通、推介“消费扶贫爱心卡”的推广背

景、产品亮点及申办流程，并与多个单

位达成团办开卡的合作共识。

活动中，佛山农行主要负责人倡议

各级工会组织与农行共同以消费扶贫

爱心卡为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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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委农办、

市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张代军在活动中

指出，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倡议各级工会发动

广大职工办理并使用农行消费扶贫爱

心卡，用实际行动支持消费扶贫工作。

据悉，在积极推广“消费扶贫爱心

卡”的同时，佛山农行开展了“扶贫爱心

购”员工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全行员工

踊跃购买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农产品。

日前该行辖下华达支行饭堂举行的“扶

贫爱心购”农产品试吃活动中，新颖的

试吃方式结合商城的线上采购充分激

发了员工的购买热情。“这些农产品很

新鲜，试吃后我就下单买了几包。 既能

品尝到美食， 又能帮助到贫困地区的

人，我觉得很开心。 ”参与扶贫爱心购的

农行员工对记者说道。

此外，为加强与对口单位的工作交

流，落实上级农行关于选派扶贫干部的

要求，2019 年 6 月， 佛山农行选派一名

优秀的年轻干部赴广西来宾忻城县支

行交流任职。 这名扶贫干部到任后，结

合当地实际，认真研究金融扶贫政策和

业务产品，熟悉当地三农情况，走访贫

困村，对推动对口单位党建互动和消费

扶贫的等重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带动

佛山农行向当地采购农产品，较好地践

行了消费扶贫职责。

截至 6 月 27 日， 佛山农行在全行

范围内开展的“扶贫爱心购”消费扶贫

专项行动， 实现“扶贫爱心购” 消费

90.44 万元。 下阶段，佛山农行将进一步

深化消费扶贫深度和广度，扩大客户覆

盖范围、增加农副产品品类、扩展宣传

和购买渠道， 把消费扶贫工作做实做

细、做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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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

开始对口帮扶云浮罗定市附城街

道康任村、新民村、生江镇榃兵村、

里午村 4 个相对贫困村。四年间大

沥镇共投入财政资金 1600 万元，

现资金使用率为 94%。 4 条村的基

础设施、 公共设施基本建设完成，

各村基本实现“水、电、路、网”四

通，贫困户的住房、医疗、教育均有

保障。 截至 2019 年 12 月，共有贫

困户 405 户 1243 人现已全部达到

脱贫标准。

在附城街道康任村，“一村一

品，长短结合”的产业格局基本完

成。 2018 年 11 月投入帮扶资金

9.468 万元种植冬椒 33 亩，2019 年

6 月收获辣椒 28539 斤， 获得经济

效益 31.9911 万元。 2019 年 8 月继

续投入帮扶资金 11 万元种植秋椒

44 亩， 带动 6 户非贫困户种植 4.5

亩。 目前辣椒正在采收期中，成椒

产量高，生长情况良好。

附城街道新民村之前落点黑

豚鼠养殖， 后因疫情影响项目暂

停。 为此，驻村工作组经过考察调

研，于今年 4 月底启动了黑山羊养

殖项目。 据介绍，这是考虑到黑豚

鼠与黑山羊都吃黄竹草，这样的转

型不会对已租下的 13 亩地造成浪

费。 项目资金投入 15 万元，首批购

入黑山羊 31 只。 接下来，等项目发

展稳定后，帮扶工作组将发动贫困

户参与养殖，帮助其增加收入。

生江镇榃兵村则以番石榴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种植

新品种的红芯番石榴， 果场一、二

期总投入 200 万元

（

130

亩 ）

，参与

种植贫困户 20 户，2019 年已产生

收益约 7 万元，收益期长达 10 年，

保底总收益 250 万元。 作为榃兵村

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受益贫困户 67

户 276 人。

考虑到生江镇里午村有种植

黄皮的习惯 ， 驻村工作队使用

13.125 万元散派了 4380 棵黄皮树

苗。 预计 2020 年开始挂果收益，预

计人均收益 1500 元；2018 年投入

20.13 万元建成一个 10.2 亩的黄皮

种植基地，种植黄皮 800 棵，给予

10 万元启动经费由源好合作社经

营， 预计 2020 年可为贫困户产生

分红收益。此外，投入 160.6 万元建

造 160KWP 的光伏发电项目，每年

可有 13 万元

（含政府补贴）

为贫困

户提供稳定的收益。2019 年共收光

伏电费 65111 元， 人均收益分红

276 元。

大沥对口帮扶四个村已全部脱贫

2017年9月大沥镇与凉山州越西县申果乡

签订乡镇结对帮扶协议。同时大沥镇的2个社区

与5家企业亦先后与当地的贫困村签订了结对

帮扶协议。 今年5月，大沥镇扶贫办组织大沥镇

沥东社区、大沥土地资源开发公司、大沥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赴凉山州越西县， 与各挂牌督

战村签订结对帮扶协议，计划从党建、产业、就

业、消费扶贫、爱心帮扶等方面进行帮扶。

据了解， 大沥注重产业扶贫所带来的内生动

力。在帮扶中，援助申果乡建造了高山养牛场越冬基

地，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申果乡达布新村旁的扶

贫车间也已完成第一期的主体建设。 截至2020年6

月，大沥镇各界已向贫困对象单位投入帮扶资金共

计623.14万元。 接下来，大沥将针对当地各村的具体

情况，重点发力产业帮扶，并继续开展医疗、教育、民

生等方面的援助。

大沥于2017年与新疆伽师县巴仁镇签订的

《镇乡结对交流帮扶合作框架协议》，从就业、教

育、医疗、住房、日常生活保障等方面帮扶当地

推动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加强人才支援和交流，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帮扶。 截

至2019年， 向当地投入帮扶资金共计91.954万

元，其中财政资金64.954万元，社会资金27万元，

在医疗、教育、卫生、产业等方面进行资助，援助

当地10万元医疗器械和教学用品， 援助50户贫

困户进行危房修缮， 资助50座花卉大棚购买越

冬棉被。

大沥省外结对帮扶进展良好

佛山农行：践行大行责任，助力脱贫攻坚

罗 定 市

新 民 村 黑 山

羊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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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农行与佛山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以购代捐扶贫动员会议暨消费扶贫爱心

卡推介活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