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省市驻五华县93个省定贫困村帮扶工作队及驻村干部，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目标，紧盯脱贫攻坚任务，扎根基层，迎难而上，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亲情帮扶，充分发挥

了一线“尖兵”作用，为帮扶村解决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群众关切的急事难事，办成了一系列引领发展、惠民利民的民生实事，为我县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学习先进，发扬精神，激励全县广大干部新时代有新作为，本期开辟专栏，择优刊登部分驻村工作队及驻村干部先进事迹，以供大家学

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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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脱贫攻坚一线“尖兵”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自
2016 年定点帮扶我县棉洋镇荣华村以
来，坚决执行省委省政府新时期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以党建引领
新时期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工作，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 2190 万元，通过特色产业
发 展 和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两 手 抓 、两 促
进”，培育增强其“造血”功能，着力打造
一支“永不撤退的工作队”，取得了良好
的帮扶成效。近年来，五华棉洋镇荣华
村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挂

点帮扶下，通过教育扶贫、种养殖扶贫和
产业园“造血”式扶贫，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村民生活真正迈向“荣华”。

扶贫扶智，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广
晟公司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
先导工程，先后实施了“交通大会战”、水
利工程建设、危房改造等项目，打通了脱
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加强村道硬底
化建设，修建两面光水利工程，解决了老
寨片 200 多亩烤烟的灌溉问题; 新建 36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将原村委办公

楼改建为老人活动中心；新建 1000 平方
米的文体广场，为广大村民提供休闲、活
动场所。并筹资 238 万元对荣华小学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新建 900 平方米综合
楼、篮球场和学校围墙，提升学校的办学
条件。

授人以渔，发展产业助“造血”。广
晟公司利用荣华村山地多、地处茶叶产
业带的资源优势，开山种茶 180 亩，并加
以推广，帮助荣华村逐步形成“一村一
品”的茶叶产业发展格局，引导村民发展
茶叶种植，以此来提高村民收入。村里
还成立了以党员为致富带头人的专业合
作社，进行集中种植，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产业扶贫”模式，带动有劳动力、有山
地的贫困户和农户加入茶叶种植。同
时，组建了烤烟种植、山地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目前村里有烤烟种植 200 多亩、山
地鸡养殖约 7000多只。

精准发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广晟
公司共投资 378 万元，在荣华村 S238 国
道旁利用 300 平方米土地建设四层约
1200 平方米的产业园作为巩固该村脱
贫攻坚成效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物业
出租或承包经营来增加村集体收入，经
测算，每年收入约 8.6 万元。项目建成
后一楼将设茶叶展销大厅和电商平台，
二至四楼为炒茶、茶叶包装等加工车
间。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广晟公司还
投入 100 万元参与五华县琴江新城项
目，每年可获 10 万元收益返还，将连续
15 年保障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长期稳定
的来源，一方面能够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另一方面能够推动荣华村产业发
展，筹集 200 万元，专门成立扶贫基金，
巩固脱贫成果。

广州市番禺区人社局扶贫干部
陈智军2016年5月来到湖中村，成
为该村第一书记。四年来，对口帮
扶工作以发展产业作为根本之策，
协同联动、因地制宜，引进开发多项
扶贫产业项目，让湖中村实现自我

“造血”，促进贫困户村民稳步增收、
村集体收益稳步扩大，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不足 7000 元大幅增长到
25.8万元，贫困户实现全面脱贫。
对口扶贫干部陈智军也因此被村民
们称为湖中村脱贫致富的“引路
人”，荣获广东省2016-2018年脱贫
攻坚工作个人突出贡献奖、2019年
广州市番禺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兴产业，从源头“拔穷根”。
2016 年，村民党员钟能振通过种
植兰花脱贫的事迹引起了扶贫干
部的注意。经过大规模开展兰花
种植的可行性和风险性评估，兰花
种植作为扶贫创业项目正式敲
定。同年，兰花种植基地与湖中村
70多户贫困户签订产业扶贫合作
协议，帮扶单位使用省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分两期共240多万元投
入兰花种植基地，所得收益按照约
定比例用于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
分红，截至 2019年 12月 30日，兰
花种植共分红5次43万元，实现了
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为进
一步推进资产扶贫项目，陈智军继
续探索新的扶贫产业项目，积极实
施村内光伏发电项目，将“631”产
业扶贫资金73万元和番禺区人社
局自筹资金24万元合共97万元投
入光伏发电项目，贫困户同样能得
到分红，合计收益 13.8万元，此举

不仅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解
决村内路灯电费及保洁员工资等
问题，增强了全村人民的信心。

促转型，实现产业发展。2019
年4月，陈智军主动协调供电、供水、
国土、市监等相关部门，创造有利营
商环境，联合4个广州市的省定贫困
村投资 200多万元扶贫资金，1200
多万元总投资的现代化蛇养殖项
目落户湖中村。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陈智军积极联系广梅指挥
部、番禺区领导和帮扶单位领导，
寻求基地转型，将养蛇基地的蛇转
化为药用，最终在多方努力下，与
潘高寿、白云山奇星、中一等医药
公司签订采购蛇源合作协议，将这
个总投资 1000多万元的扶贫产业

“保”了下来，成功实现转型。同年
8月，陈智军投入扶贫资金20万元
加入广州市楚稻缘餐饮管理公司
和梅州市思乡谷农业科技公司进

行小龙虾养殖项目，建成100亩规
模的小龙虾项目。今年 3月亩产
500多斤的湖中村清水小龙虾正式
问世，直销当地供不应求。为顺应
市场需求，响应广梅指挥部产业扶
贫村村联动的号召，迅速召集18个
村的第一书记介绍小龙虾产业和
发展前景，目前多条贫困村有意向
共同发展小龙虾产业，成为村村联
动产业扶贫项目新亮点。

保就业，帮助村民致富。为解
决村民就业难题、保障贫困人口的
收入来源，确保不出现因疫返贫的
情况，陈智军多方联系发外加工企
业，通过调研评估，2020年 5月引
进梅州市环艺电子加工厂“扶贫车
间”到湖中村，初期生产规模可容
纳 50多人，后期可发展至 100人，
人均月收可以达到2000-3000元，
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和
照顾老幼的矛盾。

谢沁华是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个人所得税处副调研员，2017年 5月经原
省地税局（现省税务局）选派到五华县转水
镇里塘村，先后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兼
村委副书记、队长兼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三年多来，他把乡亲当亲人，把帮扶村当家
乡，他也成为了里塘村村民眼中的“自家
人”，他坚持从打基础、利长远的角度出发，
肩扛起发展里塘村“造血”扶贫产业建设的
重任，出色完成精准扶贫及新农村建设等
各项工作，致力提升里塘村“一村两品”、

“有种有养”的产业发展格局，以产业扶贫
为抓手，以严实作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强产业
打造脱贫攻坚“主心骨”

里塘村是典型的“村中村”，帮扶前交
通出行极为不便，基础设施滞后，经济底子

薄弱。
谢沁华因地制宜引进黄金百香果优

良品种，推动科学规划、连片开发农业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269万元
（其中自筹资金 135 万元），通过采取“农
业专家+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将产
业扶贫作为“造血”扶贫的关键措施，通过
加大资金投入和连片集约土地，目前已建
设黄金百香果产业发展连片示范区共 60
余亩，有效盘活撂荒土地，打造以黄金百
香果产业、清远麻鸡为主导的“一村两
品”、“有种有养”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
局。截止 2019 年底，里塘村黄金百香果
种植基地的产量超过 3万斤，销售额达 40
余万元，果品质量好，得到消费者的一致
好评，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同时还通过
免费发放种苗、落实技能培训、全程技术
指导等方式，积极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村民发展多样化种养产业，为里塘村打造

“特色支柱、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
局。同时谢沁华大力落实“消费扶贫”，努
力打通产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推动贫
困村农产品进机关、进校园、进超市，搭建

“里塘特产小店”微店，引导和发动社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2020年，黄金百香果产
业实现为贫困户每户分红 2500 元，同时
有效带动贫困户种植 10余亩。为解决乡
村发展面临的“空心化”问题，谢沁华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先后动员鼓励 5名青年回
乡发展产业，他们当中既有成为村干部、
也有人成为创业致富带头人，实现“造血”
产业扶贫可持续发展。

凝心聚力
加快推进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在协助里塘村先后
打通背部出村通道和南部出村通道的基
础上，谢沁华充分挖掘里塘村自然禀赋优
势，打造湖景鲜明、水清岸绿的美丽新里
塘。先后完成“小榕树”休闲节点、环里塘
湖步道、北部出村通道绿化及赤岭片道路
拓宽等工程，围绕古榕树和里塘湖等标志
性景观，不断完善村文化广场、休闲长廊
和卫生站建设，打造集行政服务、休闲锻
炼和医疗卫生等功能于一体的核心区，同
时投入 100 万元对已建住房及周边进行
风貌改善，对新建住房进行管控，统一风
貌，进一步突出客家元素，做通做好群众
思想工作，拆建并举增强群众获得感，并
开展乡村垃圾分类工作，新农村示范村建
设工作成效显著。

里塘村在 2018 年被评为“省定卫生
村”；2019年 3月，省税务局驻里塘村扶贫
工作队被评为2016-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
突出贡献先进集体；2019年，谢沁华被转
水镇评为“优秀党员”，并被五华县推荐到
梅州市委宣传部讲师团。 2020年，谢沁华
被梅州市扶贫办推荐到省扶贫办参加“全
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候选人评选。

这是一名从军旗下走来的
干部，2019 年，受广州海关机关
党委指派，张诚带着乡土情怀来
到五华县水寨镇中洞村，这是一
个有 800 户人家、近 5000 人的大
村 子 ，村 子 里 贫 困 户 就 有 106
户，330 多人还未脱贫。

进驻中洞村以来，张诚带着
扶贫工作组员罗继亮、黄春宇马
不停蹄开展全村调研，发现中洞
村人多田少，集中搞产业是当下
脱贫出路。全村 106 户贫困户
中，无劳动能力人员有 150余人，
加之家禽养殖场地和环境的局
限，继续推行散户养殖家禽模
式，群众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张
诚多方寻求养殖合作，最后选择
与生态农庄进行合作，经过争取
最高收益后，先投入 89000 元进
行鸭苗寄养合作，经过四个月的
经营，产业项目获得成功，扶贫

队为贫困户赚了 50000 元，每个
贫 困 户 领 到 1250 元 ，此 项“ 公
司+农户”养鸭项目，以时间短、
效益高成为水寨镇扶贫“造血”
新案例，获得广泛好评。此外，
2019 年中洞生态农业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返还本金 64000 元，返
还收益 32000 元；梅州市利平信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返 还 本 金 28000
元，返还收益 14000元；梅州市绿
宝缘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返
还 本 金 212000 元 ，收 益 136000
元。以上全部产业投资回收本
利共 536000 元，获得历史新高。
经县镇考核，中洞村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超过 13000 元，有 106 户
贫困户率先退出贫困，中洞村第
一个摘下了贫困村的帽子。

2020 年脱贫攻坚再结新硕
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洞
村在复工复产和就业方面造成

一定影响，张诚带领扶贫工作
队，推出新举措，与梅州市绿宝
缘农业发展公司的养猪项目合
作，开展“销售扶贫”，发起“买扶
贫产品光荣，用扶贫产品时尚”，
推广养鸭合作项目，组织贫困户
与企业签订“百家合作”，争取扶
贫资金 20 万元，为每家发放 100
只鸭苗，贫困户与养鸭场自行开
展养鸭合作。工作组投入自筹
扶贫资金预算 45 万元升级改造
中洞村宝新和蓝新 2个山区自然
村 70 户 200 多群众饮水难问题，
让山村乡亲饮上甘甜的水。投
入 120 多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新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乡愁小
道，为 11 公里村道增建了路灯，
从此，中洞村的夜晚亮了起来。
今天的中洞村，从最穷的大村子
变为收入最多的村子，乡村面貌
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省广晟公司驻荣华村扶贫工作队：

抓产业强基建 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广州市番禺区人社局驻五华县湖中村第一书记陈智军：

湖中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广东省税务局驻五华县转水镇里塘村扶贫工作队谢沁华：

里塘村民称他为“自家人”

广州海关驻五华县水寨镇中洞村扶贫工作组张诚：

善谋善干 助农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