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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幸福村到大城市务工，
去年返乡后发现家乡面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决定留在家乡
发展。

广东预算草案账本，主要用于介
绍财政政策情况。

小粤在家乡

小粤

小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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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创业就业支持政策
过年回家看到家乡的新面貌后，小粤决定年后不再返城务工，而是留

在家乡建设美丽家园。这天，他正和家人商量新一年的打算与安排……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26 亿元（加上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的 185 亿元，用于支持就业的资金合
计 211 亿元），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开展粤菜师傅、乡村工匠、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等方面。

我打算报名参加“乡村工匠”的劳
动技能培训。听小美说，现在培训
完成后还能领政府补贴呢！

小粤过了年打算留在家，不去
外面打工啦！有什么打算啊？

我想要自己办菠萝加工厂，把村里产业园的菠萝推
广出去。听说现在申请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国
家会补贴一部分利息。

这个想法不错！我最近也参加了“粤菜
师傅”培训，学到了很多东西。到时，
咱们家的农家乐生意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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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富民兴村特色产业
过了一段时间，小粤去村委会办事，和村支书聊起自己想留在家乡发展。

村支书听了十分高兴，向他介绍了村里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情况。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25 亿元支持欠发达地区新建 50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每个 5000 万元），
逐步将产业园布局由点向面发展，构成体系化、网络化的总体格局。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11.1 亿元实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行动方案，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和
贫困山区发展 100 个农业特色镇、1000 个农业特色产业村。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8500 万元用于创建“粤字号”农业知名品牌与开展交流合作。

现在省财政大力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我
们村种植的菠萝和龙眼很受欢迎，就连知
名农产品加工企业都来找我们合作呢！ 太棒了！我参加了“乡村工匠”劳动技

能培训，学到的东西可以派上用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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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文化建设
从村委会回家的路上，小粤路过一个漂亮的院子，过去一看，原来是

村里建的农村养老院，便走了过去，和村里的刘大妈聊了起来。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3.61 亿元大力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各地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鼓励各地建设农村互助式等养老服务设施。
加强农村敬老院建设和改造，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138.47 亿元用于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从每人每月 148 元提高到 170 元。
▲ 2019 年省财政安排补齐人均公共文化支出短板奖补资金 11.5 亿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
金超 2 亿元。

是呀！这几年养老院的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孩子们常
年在外，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村里，全靠志愿者和大伙
陪我聊天、唱戏，日子过得也挺有意思的。

刘大妈，我来看您啦！瞧您这容光焕发的
样子，在这里过得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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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年味还未散尽，小学就开学了，小侄子一大早就嚷着要去学校，小粤

哥嫂都很忙，由小粤送小侄子去上学。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大力支持实施乡村教育提升行动。包括：安排 230.85 亿元建立覆盖全
学阶的生均拨款制度；安排 9 亿元支持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提质改造；
安排 24.56 亿元落实山区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助；安排 8.58 亿元落实欠发达地区
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两相当”等。

叔叔，我们学校这个学期来了很多新老师，
还多了很多有趣的课，我现在可喜欢上学了。

那你可要加倍努力，好好学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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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乡村交通体系建设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小粤从劳动技能培训班结业后，成功应聘到村里的“一村一品”产业大棚基地工作，

负责将大棚里的瓜果蔬菜运送到县里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往返在县乡道上，小粤忍

不住感慨家乡的变化。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39 亿元支持“四好农村路”建设。突出重点，分类、分批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优先支持连接现代农业产业园、历史文化古村落、旅游景区公路等，“畅返不畅”路段整治和新
农村公路路面硬化等项目。 
▲省财政大力支持农田建设及保护。如：2019 年安排水田垦造成本补助 22.82 亿元，全力推进完
成 4 万亩水田垦造任务；安排 9.1 亿元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安排 25.34 亿元保护耕
地地力等。

小时候这条路是土砂路，现在都变成了
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路两旁的农田还
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呀！现在我们村
环境越来越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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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提升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这天，小粤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下班回家时在村卫生站门口碰到了李大爷……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259.63 亿元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490 元提高到
530 元左右，促进城乡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基本医疗救助比例达到 80% 以上。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80.97 亿元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重点支持粤东西北地区 47
家中心卫生院、16 家县级中医院升级建设；为 47 家升级建设中心卫生院招聘符合条件的首席专
家 100 名；为 2277 个贫困村卫生站配备 8 类健康监测仪器设备包等。

李大爷，现在身体还不错吧？
不错啊！刚刚做了血压、血糖等检
查，现在村里老人家做这些检查都
不用钱。

是啊！现在看病方便多了，镇上、
县里的医院设备、医生都很好。

这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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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保障体系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农作物长势甚好，眼看着就能收获。这天晚上，

小粤一家正在看电视，新闻中播放着台风即将登陆的消息。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7.1 亿元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和落实巨灾保险制度，
支持建立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台风天，咱村的大棚和大坝
会不会又要受灾呀！

是啊！这么一来，又得造成不少损失。幸好我们
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受损能获得一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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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巩固底线民生保障水平和提升基层组织服务群众水平
台风天气来临之前，家家户户都忙着做防御工作。小粤想起王大娘腿脚不便，赶紧

跑去帮忙，却发现村支部书记已经带领党员干部帮王大娘做好了防御准备。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253.55 亿元大力支持底线民生保障，包括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
水平分别从每月 503 元、228 元提高到 554 元、251 元，并确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6 倍、不低于当地现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将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每人每月 157.5 元、210 元提高到 165 元、220 元。
▲省财政新设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按每村每年 6 万元标准，支持欠发达地区行政村村
党组织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要不是政府时刻记挂着我们，我都
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啊！

王大娘，别客气，为老百姓排忧解
难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有什么急事
难事，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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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从王大娘家出来，村干部们又急急忙忙赶去检查村头的水坝。以前每逢下暴

雨或台风来袭，水坝周围的农田都会受灾，这次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想到

这里，小粤赶紧跟了上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66.61 亿元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用于中小河流治理、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海堤加固达标、河长制湖长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水利工作。

一下大雨就怕水坝附近的
农田受损。

别太担心，前几年省里拨了
资金重新加固了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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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冒着风雨检查完水坝，小粤发现果然如村支书所说，一切安好，悬着

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雨越下越大，他们只好躲进路边的亭子里。

政策信息
省财政大力支持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包括：2019 年安排 47.22 亿元，主要包括支持欠发达
地区将行政村“两委”干部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700 元，村务监督委员补贴提高至每人每
月 675 元，行政村办公经费补助水平提高至每村每年 10 万元，按每人每年 5400 元标准设立村
党组织书记绩效奖励经费等。

回到家乡这么久，有没有感觉比之前好
呢？这几年，咱们这儿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村干部的待遇也提高了不少，还有大学生
来当村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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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全域旅游发展
暑假来临，古驿道旅游区迎来了旺季，小粤的哥哥也完成了“粤菜师傅”

培训。恰逢村里正在创建旅游示范特色村，吸引了很多游客，农家乐

每天客似云来，哥哥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1.59 亿元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施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奖励引导
欠发达地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等。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101.62 亿元用于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及雨污分流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等，加快推进全域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听说省里专门安排了资金，要把咱
们村建成 A 级知名旅游景点呢！

是啊！到时候肯定会有更多人来玩，
咱们的农家乐人气就更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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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旺季过去，哥哥逐渐闲了下来。想到爸妈操劳了大半辈子，都没有出

去旅游过，小粤提议不如趁着这段时间，一家子一起去香港玩。家人

们都同意了，开开心心地准备出门事宜……

政策信息
省财政 2019 年安排 55.82 亿元支持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先进科技与社会治理融合、智慧
警务建设、“粤省事”新增警务便民服务、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工作。

不只港澳通行证，户口本、护照相关业务
等等都能办，可省事了！

现在办理港澳通行证真方便啊，只要下载
“粤省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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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粤在家乡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幸福生活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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