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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项工作将以涉农
县（市、区）为单位，采取从下至
上、 竞争性遴选方式，2022 年在
全省范围内评选 13 条“广东省
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将从省
级涉农资金中安排 10 亿元用于
奖励。

与此同时，随着“广东省十大
乡村振兴示范带” 评选工作的逐
步开展，记者留意到，位于广东的
广州、汕头、梅州等多地，也已着
手开启乡村振兴示范带工作。

根据《通知》，从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的县（市、区）和惠州、肇
庆所属县（市、区）及江门恩平、
开平、台山市评选 10 条“广东省
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每条获
评的“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

带”各奖励 1 亿元；从珠三角地
区（不含惠州、肇庆和江门恩平、
开平、台山）中评选三条“广东省
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获评的
“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奖励经费由各地级以上市参照
省标准自行实施。

《通知》明确，2022 年“广东
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评选

标准参照《广东省乡村振兴示
范带建设指引（试行）》，应具备
10 大标准，即党建引领作用强、
乡村产业发展好、 乡村环境干
净整洁、乡村风貌特色鲜明、乡
风文明向上向善、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公共服务按需配
备、 乡村治理和谐稳定、乡
村运营规范有序、初步建成

一定规模。
该项评选工作将由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财政
厅联合省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化和

旅游厅等单位组织实施。 在县申
报、地市推荐基础上，采取资料
评审、实地核查和演讲答辩的方
式综合评审，资料评审、现场核
查、演讲答辩按照 30%、40%、30%
比例确定总分，按得分高低确定
获奖单位。

《通知》要求，“广东省十大
乡村振兴示范带”奖励经费主要
用于各县（市、区）开展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以奖代补工作，不得
以任何理由虚报、截留、挪用。 获
奖单位应将奖励经费的 50%以上
用于放大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
资本，在不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探索以奖
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设立
风险池等多种方式撬动各类资
金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示
范带的建设，将引导更多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参与
建设。 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组织领导。 严格按要求评选，
确保公平公开公正。

（据南方+客户端）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 汇聚财
政、金融、产业政策合力，近日，
人民银行雄安新区营业管理部
联合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公共
服务局出台《关于做好 2022 年
金融支持雄安新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优化
金融服务体系、突出资金供给多
渠道保障、 支持重点领域融资、
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
乡村振兴金融环境五方面制定
了 21 条细化措施， 支持雄安新
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意见》指出，要牢牢把
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方
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现代化建设
在乡村领域的重要实践，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创新工作思路方
法，统筹抓好重点难点，引导更
多的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倾斜，
满足雄安新区乡村振兴多样化、
多层次金融需求， 为加快实现

“五新”目标、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全国样板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奋
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实施意见》强调，要多措并
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高效
实施。 优化金融服务体系，积极
开展各种政银企对接活动，引导
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 发挥

“几家抬”合力，强化货币政策激
励作用，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 畅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多
渠道满足市场主体对乡村振兴

融资需求； 聚焦金融科技创新，
鼓励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雄安
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金融服务
直通车”， 加大“雄安纾困普惠
贷”推广使用力度，加强金融产
品创新， 提升信用贷款占比，提
升企业申请贷款的可获得性、匹
配性、便利性；支持重点领域发
展，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特
色产业发展，加大对乡村建设支
持， 做好粮食安全金融服务工
作；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强金
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能力，深入
实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提
升农村支付服务水平，加大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实施意见》要求，要强化组
织保障筑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根基。 强化组织协调，加强财政
金融协调配合， 健全联动机制，
增强工作合力，为推动雄安新区
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强化考
核评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定期开展金融机构服务乡村
振兴考核评估，鼓励金融机构将
更多信贷资源向乡村振兴领域
倾斜；强化经验宣传，及时总结、
宣传、推广各金融机构在服务乡
村振兴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
做法、好模式，提升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下一步，人民银行雄安新区
营业管理部将与新区相关部门
共同发力，推动《实施意见》落到
实处，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质效，以新思维、新技术、新模
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
鲜活力和不竭动力。

（据人民网）

广东 10 亿奖金评选“乡村振兴示范带”

雄安新区制定 21 条举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日，由河北省民政厅、河
北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主办的

“跟党走 助振兴 社会组织乡
村行” 系列活动在石家庄市行
唐县高家峪村正式启动， 标志
着河北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会议指出， 希望全省各级
各类社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
兴的号召，立足自身“有什么”，
摸清困难群众“缺什么”，坚定

“做什么”“补什么”， 着力打造
一批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解民困的“民生”帮扶项目。 各
级民政、 乡村振兴部门将以此
次启动仪式为契机，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战略总要求，更加紧密协作、广
泛引导动员、做好服务保障，团
结带领全省社会组织， 共同推
动社会组织乡村行系列活动取
得实效， 全力打造河北社会组
织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亮点、新
品牌。

启动仪式上， 河北省石药
普恩慈善基金会、 河北省共同
行动助学基金会、 河北省信用
协会、 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
有关负责人分别与行唐有关部
门和帮扶村签订四个帮扶项目

意向书。
其中，河北省石药普恩慈善

基金会为高家峪村捐赠 100 万
元，定向用于村股份制经济合作
社的菌棒厂产业项目，通过为当
地困难家庭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提高群众收入，助力行唐北部山
区乡村振兴；河北省信用协会为
玉亭乡泉滋头村古井修复工程
捐赠 10.4万元；河北省共同行动
助学基金会与行唐县教育局签
约，为行唐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
提供帮扶，助力健康成长；河北
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与高家峪村
委会签约，与高家峪村重点帮扶
户结对帮扶。

同日， 河北省社会组织党
委带领 32 个所属社会组织党
支部走进赞皇县岭根底村开展
帮扶工作。 河北省新联合公益
基金会为赞皇县捐赠价值 4 万

元的女童护蕾礼包 100 份，河
北省行善助和公益基金会资助
该村文化建设经费 2 万元，河
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党支部委派
果树专家为岭根底村果农讲解
种植技术。

启动仪式后，河北省民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社会组织党委
一行分别带领社会组织对 50 名
重点帮扶户进行了走访慰问。

据悉，目前河北省依法登
记的社会组织超过 3.8 万家，
2021 年年末净资产 674.13 亿
元，吸纳就业 57 万余人，组建
超过 1.2 万个基层党组织，党
员数量 5.4 万余人， 联系和服
务 300 余万家会员，遍布河北
省各行各业，已经成为参与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
力量。

（据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启动“跟党走 助振兴 社会组织乡
村行”系列活动

参观高家峪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河北省民政厅供图）

近日，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 2022 年度‘广东省
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评选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正式启动评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