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看帮扶梅州

截至今年

10

月底， 广州市

对口帮扶梅州市

272

个省定相

对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13492

户

41070

人（其中有劳动

能力贫困户

8745

户

33235

人 ）

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272

个省

定贫困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6536.90

元， 其中有劳动

能力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

入

13530.79

元， 比

2015

年分别

增长

1.4

倍和

2.8

倍 ，村集体经

济收入平均达到

19.08

万元。

今年

8

月

4

日 ， 省扶贫办

批复同意设立广东省减贫治

理研究院广梅园研究基地 ，

作为辐射粤东地区新时代减

贫治理的研究基地 ， 充分肯

定了广州“一盘棋”帮扶梅州

脱贫攻坚走在全省前列的成

功经验，得以充分利用“广梅

智慧” 为广东减贫治理发展

战略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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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盘棋”帮扶梅州成效显著

对口帮扶梅州市272个省定相对贫困村和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穗协作宣

2016年以来， 广州市立足梅州

作为全省唯一全域苏区， 农特产品、

生态旅游、 红色资源丰富等特色优

势， 一盘棋推进产业共建与精准扶

贫，大力实施造血帮扶，全力助推梅

州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今

年6月底， 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市

272个省定相对贫困村和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9月以来， 广梅指挥部启动百日

攻坚动员部署，深入开展巩固脱贫成

效的“十个一”行动，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广州帮扶梅

州走在全省前列，高质量完成省委交

给广州的政治任务。 近日，记者走进

梅州，身临其境感受广梅对口帮扶的

成效。

广州市委办公厅对口帮扶大埔

县旧寨村。 帮扶之初， 面对村“两

委” 班子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 缺

乏干劲闯劲等思想困难。 扶贫组

将旧寨村党组织升格为党总支， 下

设 5 个党支部， 按照“围绕产业抓

党建， 抓好党建促增收” 的发展思

路， 将其中 2 个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 再通过党员产业创收带动贫困

户的形式， 逐步形成“行行有模

范， 行动看党员” 的良好风气。 根

据脱贫工作发展需要， 调整党员队

伍结构， 对村“两委” 干部进行改

选， 调整后的干部队伍平均年龄

40 岁， 整体年轻 10 岁， 同时鼓励

该村党员参加成人考试取得高等学

历， 较好提升了“两委” 干部整体

思维层次和水平。

帮扶之初， 旧寨村集体经济每

年为一万元，面临“无产业、无土地、

无项目” 的现状，51 户贫困户面临

“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的现实困

境。 扶贫组确定了以发展有机灵芝

种植为主的产业主导项目， 成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 将有劳动力贫困

户全部纳入合作社作为社员， 形成

“合作社+公司+基地+贫困户”发展

模式。

此外。 扶贫组发展蜜柚次果烘

干厂， 发动本村农户和周边村民及

时收集蜜柚次果， 由蜜柚烘干厂按

照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 点燃了村

民“变废为宝”的致富理念。 而合作

社则将对蜜柚次果进行烘干和粗加

工，由金柚康企业进行统一收购，稳

定了产品销路。

截至目前， 旧寨村贫困人口全

部实现稳定脱贫， 有劳动力户采取

务工就业、自主创业、种养殖发展等

措施实现稳定脱贫， 并可结合自身

情况选择参与有机灵芝基地种植和

蜜柚产业项目， 与产业项目结利增

收。 同时将兜底户全部纳入政策保

障，实现应保尽保。

梅州兴宁市龙田镇金鸽养殖基地，是

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兴宁市的特色产业

帮扶项目。由广州市帮扶兴宁的省定贫困

村和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共建。

十年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陈伟波辞

去了外企工作，从深圳回到家乡兴宁市龙

田镇养殖肉鸽，并创立了“陈小鸽”品牌。

十年间，“陈小鸽”的养殖规模已经从3000

对种鸽剧增到10万对，年销量200万只，从

一个贫困村精准扶贫产业项目，成长为一

个产业共建亿元以上项目。

在推进金鸽养殖基地项目过程中，广

州驻兴宁工作组协助金绿公司扩张养殖

规模，建设深加工生产线，优化深加工产

品。目前，兴宁44个省定贫困村、龙田镇面

上13个村，共在基地投入967.87万扶贫资

金， 公司的生产基地由2010年200亩扩张

到现在1000亩，并拥有一个占地32亩的深

加工基地。

小小的鸽子不仅圆了返乡青年的创

业梦，也带动农户入股、就业、养殖，实现

脱贫致富梦。 金鸽产业帮扶项目，实现了

金绿公司和44个省定贫困村、13个面上

村、1009户2992名贫困户、50多户非贫困

户的共同脱贫致富。

今年4月， 一个投资1.3亿元、 年宰

1000万只肉鸽的一体化深加工项目在兴

宁产业共建园开工建设，一所面向贫困户

的鸽子养殖学校也正在筹备中。

此外，为了更好地利用1000亩的养殖

基地带贫益贫，工作组在鸽棚上面建设光

伏，打造农光互补的产业项目，光伏板集

中建设，既节约了建设成本，也降低了20

多年的维护成本，贫困户的收益更加有保

障。

东岭村是革命老区，位于梅州市蕉岭

县三圳镇，三山是东岭村最远的一个村民

小组。 近日记者来到三山蜂农张连胜家。

张连胜的两个儿子都患病。 早年，张

连胜夫妻为照顾孩子，选择在家养蜂。 包

括张连胜在内，三山 28 户村民都养蜂。虽

然不愁蜜源，但地处偏远，优质的蜂蜜藏

在深山无人知，一度成为了村民“甜蜜的

烦恼”，由于缺乏销售渠道，每年都入不敷

出。

2016 年，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办

事处对口帮扶东岭村后，在扶贫工作队积

极推动下，东岭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养蜂

合作社，合作社对内为蜂农提供养蜂指导

和收购蜂蜜，对外联系采购商获取市场信

息，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电商

平台”模式，多渠道帮助蜂农销售蜂蜜。

现在张连胜的养蜂规模， 从 30 箱扩

大到了现在的 150 多箱，一年单蜂蜜一项

就可收入六七万元， 另外还卖些蜂种，收

入也有一两万元。如今一家人的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近 2 万元，彻底摘下“穷帽子”。

而合作社引导发动群众和贫困户由原来

16 家发展到 63 家，全村养蜂近 4000 箱，

年产蜂蜜达 9 万斤。

近年来， 东岭村依托红色和绿色资

源， 把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

在梅州蕉岭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及对口

帮扶单位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办事处

帮扶下，积极发展红色旅游、特色民宿和

养蜂等林下经济，打造脱贫“造血工程”，

实现绿色蝶变。 目前全村 21 户贫困户 41

人全部脱贫和退出，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6 年的 2.6 万元增至今 27 万元以上。

去年，东岭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全

国脱贫攻坚典型村。

帮扶故事

蜜柚次果变废为宝 小鸽子带来大产业

养蜂扶贫酿造“甜蜜生活”

搭建扶贫平台带动消费

年初疫情期间， 梅州市扶贫产

品销路受到影响， 广梅指挥部多方

寻求解决办法， 认为建立稳定的市

场化渠道是长久之策。 广州交投集

团在广州市协作办、 广州市国资

委、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指导

下， 探索建立省内首个高速公路服

务区消费扶贫平台———广州北三环

新安服务区“驻村人+扶贫馆”。

据介绍， 该馆从构思到建成开业仅

用了 27 天， 开创消费扶贫的“广

梅速度”。

该平台依托北三环高速新安服

务区密集的人车流量， 以兴农惠民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让爱装满

车厢” 为主题， 建立线上、 线下

“驻村人+扶贫馆” 同名商店和直播

平台， 销售广州对口帮扶梅州等超

过 186 种扶贫农特产品， 打通了扶

贫农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速

通道。 截至目前销售扶贫农产品

401.35 万元， 带动梅州地区扶贫农

产品在线上其他平台销售超过

125.2 万元， 同时“驻村人+扶贫

馆” 正在申报消费扶贫“国定挂网

专馆”。

驻旧寨村第一书记郭纯宇介绍原村委办公楼整体改造成集红色书屋、党员群众交流

平台、电商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驿站。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