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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
家乡黄龙村，原本难以脱贫的深度
贫困户汪小林，因为遇到“贵
人”——金夫人集团副总经理周林
的倾情相助，于今年建好了新房、开
起了农家乐，走上了脱贫的道路。

汪小林是个大孝子，退伍近十
年来，因为为重病父母治病，债台
高筑。前年，一场大雨引发山体滑
坡，将他家老屋砸了个大洞，不得
不选址建房。可是，借来的钱远远
不够，汪小林的房子开工不久，就
准备停工外出赚钱。去年1月4
日，孝子汪小林的故事经本报报道
后，引起了金夫人集团副总经理周
林的关注。

“要建就要建个好点的房子，
将来发展避暑农家乐。”经实地考
察后，周林不仅说服家人及朋友筹
集了15万元爱心款，还发动6名
老板捐出了电线、灯具、瓷砖、洁具
等共计20余万元的装修建材，帮
助汪小林于今年6月顺利建成新
房，并在避暑季开起了农家乐，获
得了近3万元的收入。

帮助汪小林仅仅是周林参与扶
贫路上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为
了帮助忠县民办寄宿制小学中星小
学建宿舍，这个年逾六十的老人还
到处发动扶贫演讲，帮助农民校长

韩志群筹集了100多万元善款。
“10多年来，农民校长韩志群

办学一直做着亏本生意，但他为了
留守儿童就近入学而坚持着。他
一个农民能有这样的胸怀担当，我
们应该来帮助他走出困境！”周林
得知韩志群的感人事迹后，很快前
往中星小学实地考察。他发现，因
为大部分学生没交住宿费，韩志群
又没钱建宿舍，100多名学生都是
挤住在教室里，不少学生都是两人
睡一张单人床，“要彻底解决寄宿
问题，必须新修一栋3层宿舍楼！”

周林初步测算，修建宿舍楼最
少需要100多万元，可到哪里去募
集这样一笔巨款呢？于是，一年多
来，在企业团拜会上、在家庭聚餐
上、在朋友聚会上，周林用一次次演
讲“众筹”爱心款。截至目前，周林
一共筹集善款120万元。下个月，
中星小学宿舍楼主体将建成。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仅凭
一人之力很难‘突围’。只有发动
社会共同参与，才能打一个漂亮的
胜仗！”周林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20年来，金夫人集团不
仅主动捐出扶贫资金达1000多万
元，他们发起的“众筹扶贫”模式，
吸纳上百名爱心人士、数十家爱心
企业参与到社会大扶贫中来。

社会共同参与
才能打漂亮胜仗

——金夫人集团开启“众筹扶贫”新模式

脱贫攻坚是当前党和政府的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媒
体人尤其是党报新闻工作者，如何
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

我认为，一是服务大局，通过
笔触关注贫困群众、贫困村落和贫
困地区，向社会传播各级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扶贫的坚定决心、各种
举措和良好成效，为打赢这场攻坚
战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
力。

二是把宣传重点放在基层，聚
集普通群众，推介先进典型，充分激
励贫困群众脱贫的信心和决心，用
新闻故事践行“扶贫先扶志”，形成

“人人皆能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
可为”的良好扶贫氛围。

三是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丑恶现
象，应及时发声，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把好舆情第一道关口。

最后，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媒体
的力量，联合社会各界助力脱贫攻
坚。今年，本报启动了“跟着党报去
扶贫——重庆日报新闻扶贫大型公
益活动”，将新闻报道和公益广告有
机结合，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我市
脱贫攻坚的不懈努力，以公益广告
发布脱贫对象的真实需求，发掘和
引导脱贫攻坚路径，参与和组织脱
贫攻坚行动，受到各方广泛好评，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发挥了实实
在在的媒体力量，也是党报开展“走
转改”的一次生动实践，展现了党报
的责任担当。

总而言之，扶贫是全社会的
事，更是媒体人的使命，我们虽然
做不到像慈善家那样一掷千金，但
我们有媒体的力量，我们虽然没有
雄厚的资本，但我们有扶贫济困的
热情、善意和行动。关注扶贫，参
与扶贫，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怎样参与扶贫？

记者手记>>>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

重庆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本报记者 颜安 本报首席记者 汤艳娟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市
扶贫办的角色悄然改变：过去是扶
贫行动的直接实施者，现在更多的
是组织者和协调者，“我们为其他行
业部门提供精准的贫困信息，让他
们的扶贫行动更有针对性。”该负责
人坦言，行业扶贫关系着老百姓的
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需要各级
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担当、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

冬闲时节，石柱县下路街道上进村
高兴组村民谭正兵真正闲了下来——
今年辣椒卖了两万多元，让他的荷包鼓

了起来，不再忙于到处打零工。
这是谭正兵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种植玉米、稻谷等农作物，一亩地
每年只有千把块钱的收入，让他的生活
捉襟见肘，连供两个孩子上学都困难。

而今，靠着5亩多辣椒，谭正兵的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即将摘
掉贫困帽，还在辣椒地不远处建起了一
楼一底的新房。

谭正兵这样的贫困户是如何享受
到产业扶贫的“辣椒红利”的呢？原来，
在市农业产业化协会的牵线搭桥下，石
柱远近闻名的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进

来了，上进村近400户椒农，都与三红
辣椒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价格
和销路都不愁。

“脱贫，短期靠就业，长期靠产业。”
市农业产业化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瑜
品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组织发动龙
头企业和会员单位，深入贫困区县和乡
镇，开展产业扶贫工作。今年上半年，
协会先后组织企业奔赴渝东北和渝东
南，签订 124 个合同，总投资额达到
46.8亿元。”

“以前我们是以个人的力量参
与扶贫，充其量就是捐赠一些善款

和物资，收效不大。而通过行业协
会的组织，才真正从产业角度找到
了贫困户持续增收和企业发展的结
合点。”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谭建兰说。

事实上，不光是农业系统，新一轮脱
贫攻坚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都投入到
脱贫攻坚战中：累计安排现代特色效益
农业资金19.1亿元，特色产业覆盖带动
贫困人口62.7万人；建成乡村旅游扶贫
村201个，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22
家；培训贫困人口21.9万人，实现转移
就业18.7万人，针对特殊困难贫困群众
开发公益性岗位6.5万个；健全从学前
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资助政策，资助
贫困学生38万人次；完善针对贫困人
口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等“五重保障”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医
疗帮扶59万余人次；强化生态保护与
治理，完成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
15.39万人。

行业扶贫

各级各部门解囊相助

这几天，看着即将出栏的9头肥
猪，巫溪县上磺镇石峰村二组贫困户罗
元美喜不自胜地和重庆日报记者算起
了增收账：“开年的时候就和别人签下
了合同，按要求喂的粮食，再过个把月，
至少可以拿到两万元。”

罗元美所喂养的粮草猪，是渝中区
对口帮扶巫溪的一个项目。今年，针对
贫困户产业空虚和劳动力不足的特点，
渝中区特地安排1000万元资金用于巫
溪县建卡贫困户发展粮草猪和土鸡，作
为其脱贫增收的主要产业。

“对于贫困户来说，这些传统产业
项目轻车熟路，上手容易。”渝中区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说，经过调研，他们决定
在巫溪县12个乡镇24个村实施万头粮
草猪养殖计划。

此外，该区建立起统一收购、统一
包装、统一配送、统一售后的后续扶持
体系，让贫困户没有后顾之忧，还建成
了巫溪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和242个乡
镇电商服务站，推动当地旅游产品、生
态蔬菜、畜禽肉等产品进城。

今年，渝中区对口帮扶巫溪的物资

达到3600万元，而持续多年的结对帮
扶，该区援助巫溪的资金达到数亿元
——但是，与我市庞大的社会扶贫网络
比较起来，这也仅仅是沧海一粟。

这是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
络，上至中央国家机关，下至普通民众：

东西协作：自2010年以来山东省
累计支持我市贫困区县财政资金5.35
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400多个，为
建设我市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挥了特
殊而重要的作用；

中央国家机关定点帮扶：水利部、

中央外办等10个单位对口帮扶我市
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2015年以来，
10个单位直接投入资金26亿元，帮助
引进资金16.8亿元，引进项目202个；

集团帮扶：18个扶贫集团、498个
成员单位对口帮扶18个国家级贫困区
县，2015年以来，直接投入帮扶资金30
多亿元；

区县结对帮扶：2007年以来，19个
“经济发达区县”累计援助“经济滞后区
县”实物量30多亿元；

万企帮万村：自两年前启动至今，
已有 1615 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了
1004个贫困村，投入资金35.6亿元。

……
“下一步，我们将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加强顶层设计，主动策划包装可
持续的帮扶合作清单，积极营造承接帮
扶的良好环境，打造氛围良好的大扶贫
格局。”市扶贫办表示。

社会扶贫

营造人人向善的良好氛围

核 心 提 示

十九大报告对脱贫攻坚提出
了新要求：既强调大扶贫格局，又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脱贫攻坚，要举全社会之力。
我市坚持政府主导、部门支持、全
社会共同参与，努力打造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的大扶贫格局。

其中，专项扶贫重点是实施易
地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
发展、就业促进等；行业扶贫根据
部门职责，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
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
育文化事业、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
服务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
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为扶贫对
象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社会扶贫
则进一步推进东西扶贫协作、发挥
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作用、广泛动员
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

大扶贫格局怎样构建？连日
来，记者采访了市扶贫办及相关部
门和区县。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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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尽管寒风凛冽，但巫溪县塘坊镇
双柏村贫困户杨世斌仍坚持每隔一
天就到屋顶上去打扫。他不是去扫
地，而是去给安置在屋顶的太阳能发
电板清理灰尘。

杨家屋顶上，3组电池板倾斜布置，
占地10多平方米，房檐墙壁上安装着
交流配电箱和电站控制终端。

太阳能发电板每年发电3000多
度，能让老杨挣3000多元，这是他脱贫
增收的一项重要收入。

阳光也能变现钱，这是老杨过去做
梦都想不到的事。2015年以来，巫溪
县规划为400多户贫困户建造光伏电
站，政府每户补贴1.6万元，农民自筹
0.8 万元，就能保证连续 25 年、每年
3000元左右的稳定收益。

作为一项新兴的扶贫产业，光伏发
电虽然投入不菲，但因其“细水长流”的
特点，依然得到了贫困区县和贫困群众
的青睐。

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脱贫攻

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劳动力培训、社会公用事业
建设、文化提升等诸多方面，需要调动
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需要进一步强化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的大扶贫格局。

以政府为主导的专项扶贫，是扶贫
开发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大扶贫格局
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今年以来，围绕攻坚目标，市委、
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深化脱贫攻

坚的意见》和《关于深度贫困乡（镇）
定点包干脱贫攻坚行动方案》等三个
具体工作方案，构建“一文三案”深化
脱贫攻坚政策框架。各级各部门围
绕“一文三案”制定工作方案和具体
办法 40 余个，形成了“1+3+N”深化
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全市上下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聚力推进脱
贫攻坚。

我市坚持将新增财力的75%以上
用于区县和基层，并重点向贫困区县
倾斜，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数据显示，2017年市级以上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投入达到47.3亿元，统筹整
合使用涉农资金95亿元，双双创下新
高。这些资金直接下达到贫困区县和
贫困村，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
力，拓展收入渠道，一步步改变了贫困
地区的落后面貌。

专项扶贫

财政扶贫资金屡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