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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资金投入，动员社会力量

沙田为对口帮扶始兴县7个贫困村“造血”

系列报道七

东莞扶贫样本东莞扶贫样本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自 2016 年开展精准扶贫以来，东

莞沙田对口帮扶始兴县 3 个镇共 7 条

村，始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实施“造

血”工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获

悉，在沙田的帮扶下，目前 7 个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326 户 852 人已全部

实现脱贫退出，7 个贫困村全部达到出

列标准并退出。

镇领导开展精准扶贫走访调研

为加快推动韶关始兴县脱贫攻坚

步伐， 高质量完成精准扶贫工作。 6 月

18 日~19 日，沙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叶淦奎率队赴始兴县调研帮扶工作，实

地查看对口帮扶项目，与始兴县委书记

黄建华等领导进行交流座谈，共同研究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当天，叶淦奎一行先后实地走访调

研沙田对口帮扶的澄江镇澄江村盛丰

菜场，罗坝镇枣红糯种植、亚历亨茶园，

司前镇黄沙村草珊瑚扶贫产业项目等

乡镇帮扶项目，详细了解贫困村产业发

展、帮扶资金使用、遇到的瓶颈等情况。

同时，还到善亨村太阳能路灯、广场灯、

休闲座椅安装建设工程，暖田村文体广

场建设项目，东二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等走访调研，并到暖田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雷胜军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期间，叶淦奎等镇领导与始兴县领

导，以及澄江、罗坝、司前镇负责人和 7

个帮扶村书记进行了座谈， 听取澄江、

罗坝、司前镇主要负责人有关工作情况

介绍。 座谈会上，始兴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直以来，沙田不但真心真意帮扶，

还送来“真金白银”，多年来对贫困村、

贫困户的帮扶成效十分明显。

326户 852人全部实现脱贫退出

在新一轮的精准扶贫中，沙田对口

帮扶始兴县3个镇共7个贫困村，共派出

7位驻村第一书记， 认真落实结对帮扶

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完成规定

扶贫动作外，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投入

扶贫工作。 据悉，在沙田的帮扶下，7个

贫困村村容村貌显著提升，贫困户生活

明显改善，建档立卡贫困户326户852人

已全部实现脱贫退出，7个贫困村全部

达到出列标准并退出。

目前， 沙田对口帮扶始兴县3个镇

的项目中， 既有提升村容村貌项目，也

有增加村民收入项目。 其中，提升村容

村貌、改善当地人居环境项目主要包括

澄江镇善亨村太阳能路灯、 广场灯、休

闲座椅安装建设工程，暖田村文体广场

建设项目以及罗坝镇东二村水城小组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等。

在澄江镇善亨村太阳能路灯、广场

灯、休闲座椅安装建设工程现场，该村

的5个篮球场增设10盏高8米的太阳能

广场灯和20座休闲座椅，在13个村小组

里分别安装50盏高6米的太阳能路灯。

该项目解决了善亨村13个村民小组夜间

出行安全问题， 也解决群众夜间文化娱乐

场地照明问题，并增加群众休息设施。

当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投入使用，

当地人民群众反映良好时，叶淦奎对此

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村容村貌提升、

人居环境的改善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

容之一。 路灯、广场灯、休闲座椅的修

建， 方便了村民夜间出行安全问题，也

解决群众夜间文化娱乐场地照明问题，

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

要内容。

“输血”变“造血”壮大集体经济

脱贫攻坚， 让老百姓扩宽增收渠

道，口袋鼓起来才是硬道理。 2019 年以

来，沙田驻村工作队的干部积极谋划村

集体增收项目， 通过走访、 调研，2019

年~2020 年共已开展车八岭邮寄茶园托

管项目、水电站投资、购买鑫金商铺等

10 个村集体增收项目， 共投资拨款近

989 万元。 此外正在谋划中的项目有 6

个，涉及金额预计达 166 万元。

据了解，沙田驻村工作队通过继续

发展产业扶贫、动员贫困户实现稳定就

业等举措，进一步增加贫困户收入。 如

组织田心村发动贫困户通过租田雇农、

市场价收购模式，种植效益更高的农作

物枣红糯促增收。 此外，各村调整主导

产业结构，使产业以奖代补政策能够更

广覆盖贫困户项目， 增加贫困户收入。

同时，驻村工作队还积极向贫困户发布

沙田“春风行动”及始兴招聘信息，目前

贫困户稳定就业共 299 人。

据悉，2019 年实施的资产性收益项

目， 惠及有劳动力贫困户 215户 717人，

2019年人均分红超 800元。通过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落实补贴等相关措施，2019年有

劳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1.7 万元。

近年来，沙田通过“三保障”政策落

实、结对帮扶慰问、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村集体项目、民生基础项目等举措，

扎实推进对口帮扶各项工作。 据统计，

通过收益项目实施，2019 年， 沙田帮扶

的 7 个贫困村集体收入均超 11 万元，

并于今年开始释放效益，进一步加快从

向村“输血”到村“造血”的转变。 预计到

2020 年各村收入均超过 16 万元， 相对

2015 年底的收入，平均增长 672%。

“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日”活动开展10年

石碣累计募集扶贫济困资金2300万元

6 月 28 日， 石碣镇政府机关举行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

日” 捐款仪式 ， 干部职工现场捐款

51900 元， 正式拉开了今年活动的序

幕。 据悉， 今年是“广东扶贫济困日暨

东莞慈善日” 活动 10 周年， 10 年来石

碣累计募集扶贫济困资金 2300 万元。

当日上午， 石碣镇委书记邓卫洪，

镇委副书记、 镇长香杰新等镇领导班子

成员出席捐款仪式。 石碣镇委委员陈润

田主持仪式， 呼吁大家积极支持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日” 活

动， 踊跃捐赠， 大力弘扬扶贫济困、 乐

善好施的优良传统， 为全省扶贫事业以

及东莞慈善事业的发展奉献一份爱心。

随后， 邓卫洪、 香杰新等带头将爱

心善款投入捐款箱， 以实际行动支持扶

贫济困活动； 干部职工们通过现场捐款

和委托捐款的形式， 积极响应号召， 纷

纷慷概解囊， 现场共捐款 51900 元， 为

今年石碣“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

日” 活动拉开了序幕。

据了解， 今年石碣镇将围绕“决胜

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 主题， 在全

镇范围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

善日” 慈善募捐活动， 动员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 凝聚社会力量， 坚决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 本次活动所接收的捐赠款

项先由镇接收社会捐赠专用账户代收，

活动结束后将全数的捐赠款项统一汇入

东莞市慈善会账户。

据介绍， 从 2010 年起， 广东省将

每年的 6 月 30 日定为“广东扶贫济困

日”，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活

动， 发动社会各界踊跃捐赠 ， 围绕

扶老 、 助残 、 助学 、 救孤 、 济困 、

赈灾等领域， 对困难群众进行救助。

10 年来， 石碣累计募集扶贫济困资金

2300 万元， 为促进社会和谐善治发挥

了重要作用。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曹木静 石碣宣

走访调

研现场。

捐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