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佛山对口凉山扶贫协作

“互联网+”博览会16日开幕
吸引8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将举办20多场论坛和活动

凉山州木里县后所乡岩里村，两棵碗口粗的

梨树迎风而立，在一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坳上，

在一片白墙灰瓦、错落有致的民居间。

9月11日下午，站在梨树下的廖兵略显激

动：“这里原先是个小山包。三年前的今天，我们

到此勘察，确定了佛山援建的第一个新村的选

址。现如今，梨树没变，它脚下的土地却已变成

100多户贫困户的幸福家园。”

像梨树一样扎根凉山，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改

变凉山。

2016年8月以来，廖兵所在的广东（佛山）

对口凉山扶贫协作工作组不仅在崇山峻岭间建

起了美丽的安全住房，还通过产业扶贫、劳务输

出、教育医疗帮扶等立体式扶贫，激发大凉山脱

贫攻坚内生动力。

既要扶到点上，也要扶到根上。这支来自佛

山的工作组，用立体式扶贫的实绩告诉凉山贫困

户：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后头。

筑巢引凤青山着意化为桥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脱贫一方百姓。”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
在宁夏考察时明确指出，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
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就凉山而言，巨大的海拔
落差形成的立体气候资源让当
地成为出产绿色高品质农产品
的沃土。而佛山现代农业科技
含量高，资金、技术实力雄厚。
佛凉两地的农业产业合作互补
性很强。

但开展产业扶贫并不容
易。交通不便、物流成本过高、
极度欠缺产业配套等问题，都
是佛山企业到当地投资的“拦
路虎”。

“2017年，工作组会同佛
山后方有关部门积极发动组织
多个企业考察团来凉实地对
接，但企业主经考察后的投资
意向不强，当年没有一家企业
落地。”工作组成员谢盛表示。

如何在绵绵青山上架起引
财兴业的桥梁？工作组经过深
入调研、多方借鉴，与佛凉两地
相关部门密切沟通，促成凉山
州出台《凉山州关于以奖代补
鼓励广东投资者来凉山投资的
管理办法》，对在凉山州注册落
地的广东投资者按照实际投资
额的20%予以奖补支持，其力
度远大于国内普遍在10%左右
的奖补额度。

手握好政策，各驻县工作
小组的佛山干部开足马力，结
合当地实际寻找优质项目。

驻布拖工作小组干部许建
文经过实地调研，建议在补尔
乡建设集种养、休闲、农产品深
加工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
园。获得县里认可后，他带队
到德昌、冕宁等地实地考察类

似项目运作情况。但在引入项
目时，补尔乡接触了好几家企
业，始终没能达成合作意向。

许建文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利用回佛山休假的机会，
他马上拜访了佛山市新绿澜食
品配送有限公司。几经努力，
新绿澜食品终于与补尔乡嘎且
村、补尔村达成合作，在当地建
设了一个占地21亩的生态农业
示范园。

“感谢佛山干部招来好项
目，带动村民脱贫。有了生态
农业示范园，洋芋、玉米等农产
品就可以销售出去，再也不用
犯愁了。”补尔村第一书记帕查
达惹说。

就是凭着这样的韧劲，佛
山工作组千方百计为凉山引进
产业项目，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单。2018年，佛山工作组引导
广东投资者在凉山投资注册落
地24家企业，实际投资额逾14
亿元。2019年截至目前，引导
广东投资者在凉山新增落地企
业22家，总投资额逾15亿元。

其中，由佛山企业禾嘉公
司与昭觉县当地农业公司合作
共建的佛昭现代农业园，已吸
纳15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就业脱贫，通过土地租金、项目
股金等利益联结机制惠及327
名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并辐射
带动了当地现代种植业的发
展；获得1480万元佛山援建资
金助力的越西县大瑞镇苹果产
业园项目，让1200名贫困群众
的分红多了起来。

“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吸
引、扎实推进多种形式的产业
扶贫项目，希望促成发展一个
产业、带动一方经济、脱贫一方
百姓的局面。”谢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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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师节，在盐源中学高
二（6）班教数学的佛山教师黄河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学生给他出了一道数学题：“一条
直线l：x(m+1)+y(m-1)-20m=
0，与圆(x-13)2+(y-14)2=194相
交，则直线l截得的最短弦长的
20倍是多少？”

当时工作忙，黄河对题目没
有深究。过了几天，学生问起这
道题出得对不对，他连忙找出题
来进行演算，答案让他很是感动：
520。

高二（6）班是佛山教师手把
手带出来的一个班，有一个远近
闻名的别称——“佛山班”。
2018年，8名佛山教师来到盐源
中学开展组团式帮扶，共同执教
由56名新生组成的高一（6）班。

佛山教师在这班学生身上倾
注了无数心血，也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高一文理分科分班时，“佛
山班”成绩居于同层次班级倒数
第二名。而近一年，“佛山班”学
生的成绩突飞猛进，历次考试均
居年级同层次班级第一名。

盐源中学副校长陈享贵说：
“佛山老师善于激发学生潜在的
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我们正在
其他班级推广这种倡导学生自主

学习的学案制教学模式。”
佛山教师的敬业精神也令陈

享贵敬佩不已：“这里冬天很冷，
他们坚持每晚都坐在冷风嗖嗖的
教室外，等着学生出来找他们答
疑，这为我们的教师队伍树立了
榜样。”

除了教育，佛山工作组还根
据凉山所需，推动开展医疗组团
式帮扶。2018年10月，佛山选
派了6名主治医师，到喜德县人
民医院启动组团帮扶工作。

“经过佛山专家的帮扶，我们
医院变化非常明显。特别是以前
老百姓不太信任我院的妇产科，
连本院职工生小孩都送到州医院
去。佛山专家来了后，局面完全
扭转。一年前，病床使用率50%
都达不到，现在是一床难求。”喜
德县人民医院院长吉洛哈古说。

教育帮扶是阻断贫困现象代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医疗帮扶是
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问题的关键
一招。三年来，佛山共派出300
多名医生、教师帮扶当地，并接收
当地医生、教师等到佛山三甲医
院、重点学校挂职学习，倾力为帮
扶单位培养骨干。

多点推进，肩负打赢脱贫攻
坚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

凉山深处的佛山工作组，在后方
与当地的鼎力支持下，正以不获
全胜不收兵的决心，奋战在安全
住房建设、产业商贸、劳务输出、
教育医疗等各条战线上。

……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
如今，来到盐源中学帮扶已

满一年的佛山教师陈景畅，决定
继续留任，他在日记里写道：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
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

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

这就是支教生活给我们带来
的不一样的美。

佛山班不仅是一个教育班，
而是在大凉山播下一粒种

子，
它的名字叫做：希望！”
有信念、有担当，有坚守、有

奉献，如此深沉、隽永的家国情
怀，写在佛山派驻凉山干部、人才
真挚的日记里，写在他们沾满泥
土芬芳的脚下，写在与凉山乡亲、
孩子们一道迈向幸福新生活的征
途中！

披荆斩棘堂堂溪水出前村
“到佛山工作三个月，回来也会像换了个人。”

“现在我们两口子月收入上
万元，家庭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
改善。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帮
助，我们现在依旧挣扎在贫困线
上。”

今年8月，佛山工作组收到
了这样一封感谢信。写信人名叫
苏阿合，来自凉山州盐源县。去
年在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下，他与
妻子一同来到佛山市三水区务
工。

劳务输出是让贫困户在短期
内实现增收脱贫最直接有效的方
法，也是工作组花大力气攻下的
一座“山头”。

与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同
佛山多年来所形成的大河般宽阔
的人才交往通道不同，佛凉两地
此前少有往来，劳务输出数量甚
微。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从凉山
劳务输出到佛山的人员汇聚成一
条突破万山阻隔的溪流，并逐步
壮大。”廖兵说。

从2017年开始，工作组就与
后方紧密联动，先后在当地多个
县组织了8场大型招聘会。佛山
70多家企业带着近5000个工作
岗位兴冲冲地赶过来，然而场面
热闹却收效甚微。

山里的百姓很少出远门，到
佛山不仅路途遥远，还面临气候、
饮食、语言等多种障碍。“真正去

佛山工作的不多，能留得住的更
少，基本上没干几天就跑回来
了。”工作组组长葛承书说。

怎么办？工作组迎难而上。
2018年春节刚过，葛承书就带着
一队人马赶到云南省昭通市取
经。

对比昭通、凉山两地的劳务
输出模式，工作组找到了症结所
在：凉山一直以来都将劳务输出
视为一种市场行为，被追逐短期
利益的劳务中介公司所主导。而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劳务输出，应
由政府“唱主角”。

经过反复研究、沟通协调，工
作组促成当地政府在2018年3
月出台了历史上首个劳务输出政
策。其后，针对宣传发动及稳岗
工作抓手不够等问题，工作组又
促成凉山州在当年8月、10月先
后两次出台文件，“加码”劳务输
出的激励政策。

为了让政策惠及每一位群
众，佛山驻木里县干部柯茂池跟
着当地干部翻山越岭，挨家挨户
讲解劳务输出政策，被当地群众
笑称为“劳务队长”。

木里县东跨雅砻江，西抵贡
嘎山，地势险峻。路的一侧是随
时可能滑落石块的山体，另一侧
则是悬崖下的滔滔江水。

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柯茂池曾多次遇险。一次进村途

中，由于道路正在施工，他只能跟
着两个当地干部翻过一个山崖
口。一人在前踩出落脚点，并用
手顶住柯茂池的脚，另一人在后
拽住柯茂池的衣领，三人就这样
一步步挪下山崖。途中，突然有
一块碎石向柯茂池滚来，幸亏另
一人眼疾手快，用手及时拨开了
石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所有的汗水，终会浇灌出美
丽的花朵。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凉山向佛山成功输出劳动力
6718人，其中建档立卡户6159
人，是2017年的11倍多，稳岗率
达到七成。

岩里村村民邱吉克就是其中
一个例子。受政策激励，他和妻
子选择了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很
快就跨过了贫困线。“只有出去
了，才知道外面的好，只要能吃
苦，生活就有奔头。”如今邱吉克
更“现身说法”，带着20多位村民
一起走出大山，他也因此被确定
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劳务输出不仅会迅速改善一
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改
变人的观念。葛承书说：“哪怕一
个人仅仅到佛山工作了三个月，
回来也会像换了个人似的。企业
作息制度的纪律性、眼界的开阔、
普通话的锻炼等等，都会对他未
来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兴医兴教 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大凉山播下一粒种子，它的名字叫希望。”

大凉山里的家国情怀
广东（佛山）对口凉山扶贫协作工作组的故事（下）

文/ 佛山传媒集团全媒体报道组记者

马永钊 于祥华刘宏波 付国华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第
五届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
览会（下称“‘互联网+’博览会”）将
于10月16日~19日在潭洲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将吸引80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将举办
20多场论坛和活动。

据了解，此次“互联网+”博览会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
委员会、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佛山市委员会、佛山中德工业
服务区管理委员会、佛山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800家知名企业
将同台炫技

本届展会以“工业互联 数字智
造”为主题，设立了“互联网+”前沿
技术、数字化商业、数字化生活、创
新创业、智能制造、机器人、机器人
大赛及展示等七大主题展，吸引
8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炫技。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刘国良介绍：“本届

‘互联网+’博览会紧抓产业前沿趋
势，将重点展示工业互联网和智能

制造的相关技术与解决方案，带动
产业向高端迈进。”

他透露，今年将首设无人机展
区。届时，北大数研、佳捷航空、智
航无人机、乐升科技、高巨创新等10
家无人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将在展
会上亮相。

互联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航空
公司与医疗、警务、林业、消防、电
力作业等相关部门的联动，通过实
时监测、应急指挥平台、应急响应
机制等技术共同构建“空中救援网
络”，将更智能、立体地服务于城市
紧急救援。

据悉，不少企业将展示城市
紧急救援装备，例如今年首次参
展的上海金汇通航深圳分公司，
将展示一架AW109B/706J 救援
直升机。这是一款能实现空中医
疗救援、通航作业、警用巡逻、空

中游览等多功能的轻型双发直升
机，曾参与过森林巡视、灾区救援
等多项任务。

三龙湾及中欧合作
联合展区将亮相

在首届“互联网+”博览会上，中
德共11座城市的代表共同发起“中
德工业城市联盟”倡议，期待加强两
国制造业的合作。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
会对外合作局副局长李杰介绍，为
利用好联盟这一平台，中德工业服
务区已连续多年以“互联网+”博览
会为契机，广泛发动中德双方联盟
成员城市的政府、企业代表前往佛
山开展商务交流，并面向各类客商
开展系列招商推介和对接活动。

在今年“互联网+”博览会期间，

将继续举办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第八
次全体会议及系列国际经贸交流活
动。其中包括搭建三龙湾及中欧合
作联合展区，展示三龙湾高端创新
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及国际化营
商环境、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的发展
情况。

李杰介绍，展会期间还将发布
首期《中德地方经济合作年度报
告》。该报告拟以中德地方园区与
产业集群发展为研究方向，分析中
德地方园区（产业集群）双向合作
的最新成果、总结其发展态势，可
为地方招商与对德合作工作提供
借鉴和参考。

120名高手将比拼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能

为提升博览会品牌影响力与

专业度，展会将同期举办25场专
业论坛与高峰赛事，包括第二届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大会、2019中
国教育机器人大赛、2019年度广
东省职工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竞
赛等。其中，2019年度广东省职
工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竞赛经过
前期筛选，已有 120 名选手成功
入赛。

2019年度广东省职工工业机
器人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王亚梅介绍，本次大赛将分
为教师组和企业职工组，通过实际
操作，考验参赛者编程技能及操作
的熟练程度。为了激励职工加强
技能学习，本次竞赛除了为优胜选
手设立相应的奖金外，决赛中总成
绩第一名的优胜选手还将获得由
广东省总工会授予的“广东省五一
劳动奖章”称号。

●考核成绩
2017年度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佛山

获得“好”的等次，在东部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
2018年度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佛山

获得“好”的等次，在东部1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
2019年，广东（佛山）对口凉山扶贫协作工

作组作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组唯一代
表，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财政投入
自2016年对口扶贫协作以来，共向凉山拨

付财政资金16.19亿元。
其中，2016年1.1亿元，2017年1.22亿元，

2018年6.85亿元，比2017年大幅增长461.48%，
2019年截至目前已到位资金7.02亿元，超过去
年总额，县均达到6382万元。

●住房建设
2016年至2019年共投入4.16亿元，援建新

村60个，安全住房6644套，共为27680名住房困
难户解决安全住房问题。

●社会助力
对口扶贫协作以来，佛山社会各界共向凉

山州捐款捐物共 12491.78 万元，其中捐款
10696.48万元，捐物价值1795.3万元。

2019年截至目前，佛山社会各界向凉山州
捐款捐物3738.73万元。

●产业合作
2018年，佛山在凉山投资注册落地24家企

业，实际投资额逾14亿元。
2019年截至目前新增投资落地企业22家，

新增投资额逾15亿元。
持续推动消费扶贫，三年共帮助凉山贫困

群众销售2.6亿多元农特产品，并签订2018年至
2020年4.2亿元认购协议。

●劳务协作
2018年，通过政府组织，向佛山成功输出劳

动力6718人，其中建档立卡户6159人，是2017
年的11倍多，稳岗率达到七成。

2019年，截至目前，已输出3528人，其中建
档立卡户3036人。

利用广东（佛山）新村设置公益岗位、产业
合作项目及财政资金投入集体经济吸纳就业等
途径，2018年安排就地就业1647人，2019年截
至目前已安排2852人。

●人才支援
佛山派驻在凉山开展扶贫协作的干部29名，

实现对凉山州11个贫困县派驻处级干部全覆盖。
三年共派出医生、老师等专业技术人员305名。
三年来共举办47期党政干部培训班，培训

凉山州各级党政干部2200人次；培训凉山州老
师、医生、辅导员等专业技术人员13529人次。

●携手奔康
三年来佛凉两地结对乡镇33对；村村结对25

对；启动“百企帮百村”行动，发动企业与凉山州
222个村开展村企结对帮扶。

佛山26家医院与凉山22家医院结对，40所学
校与凉山39所学校结对，12个社会组织与凉山12
个贫困村结对。

2018年、2019年共为凉山举办32期致富带头
人培训班，培训致富带头人2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