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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茶山宣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茶山镇获

悉，6 月 17 日~18 日， 茶山镇委书记黎

寿康率队赴揭西开展脱贫攻坚考察调

研及“扶贫济困日”慰问活动，看望慰问

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茶山镇对口帮扶

揭西县塔头镇保西村、山寮村、龙光村

及东园镇古福村、桃围村、三犁村、东桥

园村等 7 条相对贫困村的脱贫工作情

况。据悉，2016 年以来，茶山镇委镇政府

要求坚持“强基础、扶产业、促增收”精

准扶贫主线，认真谋划，压实责任，巩固

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全力打赢打

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 截至目前，茶

山已完成和正在实施扶贫帮扶项目 103

项；2019 年 12 月，结对帮扶的贫困人口

已全部出列，脱贫率达 100%。

落实“三保障”，兜底关键民生

据介绍，茶山着力提高贫困村的基

础设施水平，结合指标要求，科学规划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16 年至今， 茶山

帮扶 7 条相对贫困村启动、完成了山寮

村自建商铺门前硬底化工程、龙光村文

化广场改造、保西村池塘护栏、三犁村

道路硬底化、东桥园村老人活动中心等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60 项， 推动了相对

贫困村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村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逐步提升。

茶山扶贫工作队主动担当，协助落

实“三保障”。 今年，协助落实政府全额

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509 户 2033 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

范围；2019~2020 年上半学年，协助落实

417 名各教育阶段贫困户子女学生，领

取生活费补助达 71.4 万元，各村义务教

育阶段入学率均达到 98%以上；于 2018

年度全部完成了危房改造任务。 同时，

驻村工作队通过入户动员，发放生产帮

扶资金、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推

介等措施，2020 年上半年， 成功推动

699 人实现转移就业。

产业扶贫，带动镇村户共同受益

在扶贫工作队的推动下， 东园镇 4

条省定贫困村， 以固定分红年收益率

5%的形式，分别投资 120 万元给蓝环种

养专业合作社、揭西县坤兴生态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在分红的同时，还带动当

地 30 多个劳动人口就近就业。

塔头镇保西村和龙光村，分别投资

广东佳美公司 132 万元、璘生农业科技

公司 56 万元，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同样

将每年收获 5.5%的回馈。

塔头镇山寮村投资 30 万元对 80

亩的水产养殖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将建设好的养殖场以出租或合作的

方式进行经营。 山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兼扶贫队长卢仲彪说，预计每年产生的

效益约 4 万元左右，该村有劳动能力贫

困户约 39 户，每年每户可增加 1000 元

左右的分红。 该项目还可吸收贫困户务

工人员 5 人，增加就业岗位。

此外，扶贫工作队推动当地前期利

用扶贫开发资金， 开展异地购置物业，

购置了位于茶山镇的东莞市泽景果品

物流园、美康居建材城的物业商铺共 22

间，投资总额 2031.2 万元。目前，已稳定

产生收益，2020 年驻村工作队为 394 户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放年度返租金

额共 575 万元 ， 平均每户分得收益

14593 元， 进一步增加贫困户可支配收

入。 2019 年上半年，山寮村投入 80 万元

自建商铺

（二期）

，项目 9 间商铺已全部

完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14.18 万元，收

益率达到 18%，山寮村的商业氛围也越

发浓厚。

据悉，自 2018 年以来，驻村工作队

通过大量调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表决通过，利用扶贫开发资金建造光伏

发电项目。 其中，古福村投入 140 万元

建造 1200 平方米、144 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于 2019 年 8 月竣工并启用，每年收

益约 15 万元，年收益率 11%，目前到账

收益 4.11 万元；桃围村投入 79.39 万元

建造 800 平方米、80.85 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2019 年初竣工并启动， 每年收益

约 8 万元，年收益率 10%，目前到账收

益 4.62 万元； 东桥园村投入 49.8 万元

建造 345 平方米、55.825 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2019 年初竣工并启动， 年收益率

10%，目前到账收益为 2.2 万元。

确保今年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目标

茶山镇将消费扶贫纳入日常帮扶

工作内容，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消费

扶贫活动，积极购销结对帮扶地区农产

品。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广东中天集

团资助塔头镇保西村、山寮村、龙光村

的贫困家庭学生就学， 累计帮扶次数 5

次，帮扶资金 6.17 万元，受惠贫困学生

14 人。 还加强与相关行业的沟通联系，

推动扶贫项目与行业资源的有机结合。

2020 年上半年， 借助茶山供销社的资

源，在茶山镇茶园商场推广揭西坤兴公

司的农产品，增加产品的曝光度，销售

金额共 4.3 万元；成功发动企业、镇级工

会、 个人参与消费扶贫， 消费总额共

6.63 万元。

本次调研中，黎寿康对全体扶贫干

部扎根农村、坚守岗位的艰辛付出表示

感谢，对扶贫工作队的脱贫攻坚帮扶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他们要进一步

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巩固脱贫

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在重大考验中践

行初心使命，为脱贫攻坚圆满收官作积

极贡献。

据介绍，接下来，茶山镇及其驻村

扶贫队将联同对口帮扶的相对贫困村，

规划和利用好 2020 年到村引导资金、

630 资金和余下扶贫开发资金， 让项目

尽快落地，进一步带动贫困村集体收入

和贫困户收入的增加；与当地人社部门

合作，举办专业技术技能培训，提高贫

困户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创业就业能力，

同时为当地产业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

和管理人才；积极协调当地镇村和相关

部门，大力推动“以奖代补”工作的实

施， 最大程度地提升贫困户的内生动

力； 结合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要求，进

一步推动相对贫困村的雨污分流、集中

供水、 道路硬底化等基础设施项目，全

面改善相对贫困村的居住环境；协助落

实建档立卡范围的贫困人口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协助落实各教

育阶段贫困户子女学生领取生活费补

助， 从而巩固 2020 年贫困村和贫困人

口脱贫成效， 确保 2020 年完成全面脱

贫的攻坚目标。

茶山全力打赢打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

去年底结对帮扶的贫困人口已全部出列，脱贫率达100%

东莞首个国防教育主题公园揭牌

6 月 29 日， 东莞首个市级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揭牌暨东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

成立仪式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举行。

活动仪式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晓棠表示，东莞首个市级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的揭牌和国防教育讲师团的正式成

立， 进一步丰富了东莞的国防教育资

源，充实了国防教育力量，为繁荣发展

东莞国防教育事业注入新的动能。 希

望各级各部门充分利用好主题公园和

讲师团这两大平台资源，尤其是东江纵队

纪念馆， 把主题公园纳入整体发展规划，

将其有机融入到日常参观路线的设计和

品牌活动的组织，让主题公园成为传播国

防知识、展示强军成就、开展国防教育的

新平台，使各行各业、年龄各异的市民游

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国防魅力、增强爱国情

怀。

记者获悉，东莞首个市级国防教育主

题公园依托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建成，公

园总面积达 5.3 万平方米，其中核心展区

有 5000 平方米。 公园依托纪念馆现有的

环境和条件，有机融入国防元素，整体标

识采用红色为主色调，体现国防特性和爱

国主义主题。东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首批

30 名特聘讲师， 由市国防教育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推荐，经市国

防教育办公室审核并从中择优选聘。讲师

团将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机制，广泛开展

国防教育常态化宣讲活动，积极打造全民

国防教育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禁毒办携共享单车创禁毒宣传新模式

2020 年 6 月 26 日是第 33 个

国际禁毒日， 当天东莞市民在骑

美团单车时， 发现车上挂着醒

目的禁毒宣传标语“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这是美团单车及电

单车为配合全国各城市禁毒办

同步开展禁毒公益宣传活动 ，

携手北京 、 上海 、 广州 、 东莞

等 55 座城市同步开展的禁毒宣

传新模式 ， 并在各城调度数十

万辆共享单车沿途整齐摆放， 鼓

励市民绿色出行的同时参与禁毒

宣传。

日前， 在东莞旗峰公园地铁

站附近， 一排排共享单车整齐排

放， 禁毒宣传标识挂在美团单车、

电单车最显眼的车把处。 挂牌的

一面是“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的

禁毒宣传标语， 一面是为了助力

禁毒公益宣传活动， 美团单车及

电单车为市民带来了免费骑行福

利， 市民在禁毒宣传挂牌上即可

扫码领取， 加入禁毒绿色骑行行

列。

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团

单车及电单车活跃在和市民接触

的第一线， 是此次禁毒宣传活动

的志愿者先锋队， 此次活动旨在

让禁毒知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进一步提高人们识毒、 防毒、 拒

毒意识和能力。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茶山镇委书记黎寿康（右）向对口帮扶的东园镇政府交接引导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