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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负责人访谈录14 关 注 深 度 贫 困 乡 镇

“老康，我上次跟你说过的柏树小学的
安置点已经确定了，等公路一通，就动工！”
前不久，城口县沿河乡北坡村村民委员会副
主任简文成刚踏进康吉成家的院坝便大声
嚷了起来。

今年60岁的贫困户康吉成闻声很快从
破败的土屋里钻出来，虽然身子佝偻着，但
一脸喜悦地说：“真的？！那，那我现在就加
把劲多养几头猪，一定要自己凑些钱，总不
能老让政府包干噻。”

简文成在院坝的小板凳上坐下，“安置
点附近规划了花菇和蔬菜产业，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科学种植……”

贫困发生率高达21.4%
——多年来，沿河乡的标签

就是“贫穷”与“落后”

康吉成所在的老柏树（土地名）海拔有
1000多米，老柏树是当地对北坡村五、六、
七、八几个社的称呼。从乡场镇到这里，需
车行5公里的机耕道，再沿3.4公里长的骡马
道登山到废弃的柏树小学，还要手脚并用在
陡峭的山路上爬上一个小时，前后耗时要四
五个小时。

因交通不便，这里一直是沿河乡脱贫攻
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近十来年，老柏树
的村民纷纷往山下搬，但和智障儿子相依为
命的康吉成家徒四壁，只能眼巴巴看着邻居
们陆续下山买房、建房，心中甚是焦急。

“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贫困户住房条件未全面得到改善，全乡产业
基础薄弱，没有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沿河乡
党委书记吴雪飞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要说沿河乡脱贫攻坚面临的突出困
难，老柏树的状况最具代表性。”

作为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沿河
乡山高坡陡，仅有1.8万亩耕地，且几乎全是
坡耕地，土地贫瘠。在新一轮脱贫攻坚启动
时的精准识别中，沿河乡识别出贫困户435
户、1805 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
21.4%！全乡6个行政村，全是集体经济空
壳村，有北坡、迎红、联坪3个贫困村，2016
年全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县平
均水平。

如此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如何攻坚克
难，摆脱“贫穷”、“落后”的标签，一直是沿河
乡党委政府深入思考的问题。

打破交通瓶颈
——这几年，沿河乡一直

在完善基础设施

“交通瓶颈是制约沿河乡脱贫功坚的关
键因素之一。”吴雪飞说，沿河乡距城口县城

虽说只有40公里，但位置“掉角”，是全县最
后一个通车的乡。这里只有一条通乡公路，
就是通往城口县城的301省道，而这条路到
了沿河，便成为断头路，“直到现在，全乡也
只有与301省道接通的2.5公里公路能通客
车，社组通达率仅为46%。”

沿河乡与四川万源接壤，毗邻城万快速
公路入城口的门户双河乡。因此，打通沿河
至双河的道路，直接接通快速公路，融入全
县交通路网，是沿河人企盼多年的梦想。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县上就规划
建设沿双公路。这条路途经北坡、迎红两个
全乡最贫困的村，以前仅有条狭窄的机耕
道，且到了迎红村后便中断了，要继续向前
连接双河乡，中间还隔着箭杆梁的一道余
脉，谈何容易。

2015年，沿河启动了场镇到迎红村12
公里机耕道的改扩建工程，目前即将进入路
面油化阶段。而迎红到双河的道路新建工
程也已完成招投标，一标段已完成20%形象
进度，二标段已进场。这条全长19.3公里、
总投资近2亿元的快速通道，将于明年年底
全线贯通。

“届时，沿双公路将成为城口西北片区几
个乡镇连接城万快速公路的捷径，无论到重
庆主城，还是到城口县城的距离和时间，都将
大大缩短。沿河的区位优势便会完全突显出
来，迎来发展的机遇。”吴雪飞说，除了快速通
道，沿河乡的产业环线路和集中居住点社级

路也正在加紧建设中，“全乡6个行政村要形
成交通环线，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目前，沿河文丰、联坪、柏树三个村的产
业路已打通并硬化。此外，投资2200余万
元、由沿双公路通往康吉成家所在社的道路
也正在施工建设中，预计明年上半年硬化通
车。

“这条路只修到柏树小学，便转道连接
四川万源曹家乡，另外布局的产业环线路又
绕过了康吉成家所在的山梁，康吉成家和其
他一些农户恰好在这两条路中间，依然交通
不便。”简文成说，因此乡里便规划在柏树小
学旧址修建集中安置点，目前已有30户农户
报名，大多为贫困户和同步搬迁户，“根据扶
贫政策的各项补助，他们应该有能力搬迁，
实在困难的，乡上还会再想办法。总之，一
定要改善贫困群众住房、交通、饮水等生产
生活条件。”

3年来，沿河的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除
了即将贯通的沿双出境公路，累计改扩建或
新建产业环线路、社组通达路150公里，目前
已实现了6个行政村村村通达，明年之内将
实现村村通畅、组组通达。

夯实产业基础
——交通便利了，发展产业

才有底气

“交通条件的改善，给沿河带来了机遇，

我们发展产业才有底气。”吴雪飞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去年文联（文丰村至联坪村）公路
贯通后，沿线产业一下子就起来了。

为了让贫困户在短期内实现增收看到
希望，今年乡上针对贫困户规划了食用菌产
业。在联坪村村委会办公室前的空地上，重
庆日报记者看到，这里堆满了加工花菇菌包
的原材料。

“6至9月是加工菌包的时节，每天都有
20来个村民在此务工。”联坪村村民委员会
主任彭远寿说，村里今年共发展了120个大
棚，覆盖了全村所有贫困户。每个大棚需要
成本近2000元，全部由政府建好免费提供
给贫困户，每个大棚可容纳菌包864个，每个
菌包成本价7元，购买菌包的钱则采取政府
贴息方式，免息贷款给贫困户。冬季花菇收
成后，由引入的公司以每公斤52元（干菇）的
保底价收购。据了解，目前沿河全乡已试点
发展花菇大棚146个。

“种花菇不需要很强的劳力。”联坪村四
组的贫困户邓信友有3个孩子，负担沉重，夫
妻俩又多病，以前只能在附近打点零工维持
生活，今年，他发展了8个花菇种植大棚，“如
果顺利，这个冬天，我这8个大棚就可以有3
万多元的纯收入。”

同组的贫困户邓信发则看到了花菇产
业的前景，不仅自己种植花菇，今年还在家
建了个烘干房，买了两台烘干机，专门替村
民烘干花菇、笋竹、洋芋等农特产品。今年，
沿河全乡烘干房预计将达到29个，由政府按
每平方米300元进行补助。

笋竹，是沿河近年来一直发展的长效增
收主产业。据了解，沿河有野生笋竹6万亩，
近三年又利用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人工栽
种了近3万亩，目前可利用的笋竹面积达到
4万亩。“野生笋竹分布在大山里，新栽植的
也多为不通路的地方，采摘和运输都多有不
便，以前路没修好时更是无法为群众带来大
的效益，全乡干笋年产量只有五十来吨。”吴
雪飞说，基础设施改善后，可以大大提高笋
竹产量，群众采摘也更加方便，笋竹会真正
成为群众的骨干增收产业。

下一步，沿河将引入一个笋竹深加工企
业，以提升笋竹的附加值。同时，壮大食用
菌产业，稳步发展原有的城口山地鸡、中药
材、中蜂等特色产业。

“以党建带脱贫，发展村集体经济。”吴
雪飞说，围绕贫困村退出，沿河将在推进教
育均衡发展、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推进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强
化动态管理、推进村容整治等方面发力，今
年要全面完成贫困人口的危旧房改造，进一
步解决群众饮用水安全问题，完善各项基础
设施，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

交通不便，一直是城口县沿河乡脱贫攻坚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新一轮脱贫攻坚战
打响后，沿河乡将脱贫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完善基础设施、夯实产业基础上——

打通交通瓶颈制约 发展产业才有底气
本报记者 周立 龙丹梅

开州区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区
（县），有135个市级贫
困村、12.1万名贫困人
口。开州区在脱贫攻
坚中成效如何？下一
步将采取什么措施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重
庆日报记者就此专访
了开州区区长冉华章。

冉华章表示，开州
将进一步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深学笃用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
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
的新部署新要求，结合
开州的实际，打好组合
拳，善作善成，确保高
质量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

冉华章介绍，近年
来，开州扎实推进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实现
105 个贫困村销号、
8.84 万 贫 困 人 口 脱
贫。相继建成水、电、
路、讯、房和环保等基
础设施项目 3300 多
个，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发展种
植养殖、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农产品加工等
扶贫产业项目600余
个，贫困群众收入水平
逐年攀升；教育、医疗、
就业、社保等一系列扶
贫政策全面落地生根，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显
著提高，贫困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脏乱差”现象明显改
善，“等靠要”思想大幅
转变，贫困群众的居住
环境、精神风貌焕然一
新。

冉华章说，目前，
开州在脱贫攻坚中，作
了一些有益探索，下一
步，将结合实际，继续
深化和完善。

继续推行好“合作
会+贫困户”模式，从
创新金融上加大扶
贫。这个办法就是依
托民丰互助合作会覆
盖面广的优势，对自愿
缴纳一定会费入会的
贫困户，可按会费额放
大50倍借款以及享受
免担保、免抵押、低利

率、政府贴息等优惠政策。
继续大力推行“配股+分红”模式，创新资产收益扶

贫。按照“参股入社、配股到户、按股分红、脱贫转股、滚
动使用”的原则，将财政扶贫资金变成贫困户的股金，让
贫困户定期分红实现稳定脱贫。

推行好“配菜+点菜”模式。目前，已经通过农业专
家调研，编写出了24种产业扶贫增收基本模式。今后将
深入乡村，开展针对性调查和选样落地，对每种模式的
投入、产出及收益作出样本性具体分析，指导贫困户因
地制宜选择产业发展模式，使贫困户在实现脱贫的进程
中，善作善成，少走弯路。

握紧拳头，在深度贫困上集中攻坚。在市级深度贫
困乡镇大进镇和区级深度贫困乡镇麻柳乡、五通乡以及
33个区级深度贫困村，针对性实施“八大提升行动”，集
中力量攻克坚中之坚、难中之难，如期“啃下硬骨头”。

在基本建设项目上提档加速。加快水、电、路、讯、
房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尤其在住房保障方面，
全面排除新增贫困人口、档外贫困对象危房，适度整修
农村处于B、C级危房之间的土坯房，让贫困群众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健全贫困家庭子女各学段、全覆盖
资助体系，完善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商业保险等相衔接
的医疗保障制度，着力解决好部分地区农村低保保障面
偏低的问题。

建立好脱贫退出“考核奖励、政策倾斜”等激励机
制，树立一批自立自强、艰苦奋斗改变贫困面貌的励志
人物，引导贫困群众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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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不仅仅是完成任务，更是要让
贫困群众真正找到一条可持续增收的路子，
确保能脱贫，确保脱贫后不返贫，更重要的
是群众要致富。城口县沿河这样一个贫困
发生率高达 21.4%的深度贫困乡，如何做
到？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沿河乡党委
书记吴雪飞。

“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关键在于发展
产业。”吴雪飞说，乡里规划了“一长二短，多
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思路。

“一长”即笋竹，因为笋竹栽下后要3-5年
才能进入丰产期，不能短期内解决贫困户的
增收需求。因此，乡上才又规划了“两短”，
即食用菌产业，和以城口山地鸡、中蜂为主
的生态养殖业。

“花菇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收获，见效
快，收益高，和生态养殖业一样，能让贫困群
众在短期内看到希望。”吴雪飞说，但这“一

长二短”的产业，包括其他农特产品，始终受
到市场的制约。因此，沿河正在规划另一个
更长期、也更稳定的发展路子——围绕红色
资源、万亩竹海、峡谷风光打造休闲康养生
态观光旅游。

沿河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城口县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遗址，有重庆市唯一保存完整
的中溪人民公社遗址，有扁桶峡一线天峡谷
风光、老柏树垛木原乡、千年银杏等景点，更

有数万亩的生态竹林。
“这大片大片竹林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卖

点笋子。”吴雪飞说，沿河的竹子，是光绪年
间由四川引入的，至今，大山里还保存着当
时立的石碑，碑文大意是不得任意砍伐、不
得任意采笋。沿河也因此有“笋竹之乡”的
美誉。

吴雪飞说，休闲康养生态观光旅游规划
将以迎红大湾竹林人家为核心，以中溪河峡

谷风情带为主轴，以中溪公社遗址、红三十三
军遗址、老柏树垛木原乡等元素多点为支
撑，围绕竹文化元素，突出康养休闲特色，

“内外交通环线、特色产业、特色旅游，加上
区位优势，相信很快，沿河就将迎来一次美
丽的蝶变！”

一长二短 多种经营
构建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的长效模式

——访城口县沿河乡党委书记吴雪飞
本报记者 周立 龙丹梅

9月13日，城口县沿河乡联坪村的路修好了，一个个食用菌菌包通过小货车运到贫困户
家中。 记者 苏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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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书记访谈>>>

（上接1版）

该缴多少钱

城乡居民参加2018年居民医保，2017年9
月-2018年6月参保缴费，一档每人每年180元，
二档每人每年450元。2018年7月-9月参保缴
费，一档每人每年180元+财政补助部分，二档每
人每年450元+财政补助部分。

大学生参加2017年秋-2018年春学年居民
医保，在2017年秋季开学之日起60日内参保缴
费，一档为每人每年 140 元，二档为每人每年
350元。

新生儿参加2018年居民医保，2018年1月-
6月底参保缴费，一档每人每年180元，二档每人
每年450元。2018年7月-12月底参保缴费，一
档每人每年180元+财政补助部分，二档每人每
年450元+财政补助部分。提醒注意的是，2018
年10月-12月出生的新生儿，在2019年初（出生

90天内）参保缴费的，也按此标准缴费。

参保缴费哪里办理

据介绍，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选择同一档
次参保，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或村（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参保缴费。中小学、中等职业
学校、特殊教育在册学生，托幼机构在园幼儿可
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在就读学校参保缴费。全家
在市内跨区县（自治县）异地居住，可委托他人
在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参保缴费，也可在
居住地区县（自治县）以家庭为单位选择同一档
次参保缴费。持有重庆市居住证的市外户籍居
民，在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公共服
务中心参保缴费。在校大学生在就读学校参保
缴费。新生儿由监护人在其户籍所在地乡镇（街

道）办理参保缴费。

何时开始享受待遇

该负责人介绍，城乡居民2017年9月-12月
底参保缴费的，享受待遇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12月31日；2018年1月、2月参保缴费的，
享受待遇时间为缴清费用的次月1日-2018年
12月31日；2018年3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需等
待90日后享受医保待遇至2018年12月31日。
大学生在2017年秋季开学之日起60天内参保缴
费的，享受时间为2017年9月1日-2018年8月
31日。

新生儿独立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90日
内参保缴费的，享受待遇时间为从出生之日起至
2018年12月31日；自出生之日起超过90天参保

缴费的，需从缴清费用之日起等待90日后享受待
遇至2018年12月31日；未独立参保缴费的，自
出生之日起跟随参加居民医保的母亲享有居民医
保待遇，出生当年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与母亲合
并计算，直至最高限额。

享受哪些门诊待遇

“城乡居民以及独立参保的新生儿，2018年
普通门诊定额包干额度为每人每年80元。”该负
责人介绍，定额包干资金可用于参保人员本人、亲
属或指定人门诊就医购药或住院自付费用，在定
额包干额度内可全部且按100%比例报销。同时
注意的是，只有连续参保缴费的，当年未使用的余
额才可跨年度结转使用。

门诊诊察费按有关规定，和职工医保参保人
一样定额报销。比如，在一、二、三级医院挂普通
门诊看病，医保每次分别定额报销5元、7元、10
元，个人只需分别自付1元、2元、5元。

举个例子，张大妈参加了居民医保，她到镇上
卫生院看病。挂号时她使用社保卡（医保卡）挂普
通号，医保报销5元诊察费，个人只付1元。门诊
拿药，医保定额包干支付80元/年；另外，因为她
和镇卫生院已签约，医保还能再为她提供门诊统
筹报销100元/年（按2017年标准）。

大学生2017年9月-2018年8月普通门诊
定额标准：100元/人/学年。门诊诊察费可按有
关规定定额报销。

享受哪些住院待遇

居民医保参保人按规定比例报销医保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不幸罹患大病的，自付费用超过一
定标准后享有大病保销待遇等。

该负责人提醒，参加居民医保二档，全年费用
只比参加一档多270元，但住院报销比例二档要
多5%，年报销封顶线二档比一档多4万（未成年
人报销封顶线多5万）。

2018年居民医保缴费标准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