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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今年是高质量脱贫
元年，让脱贫方式方法、制度建设在此前成果基
础上再上台阶，消减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等任务迫在眉睫。日前，
市扶贫办组成10个工作组，深入我市最贫困和
矛盾最多的地方密集调研，梳理出了6类共性问
题和71个个性问题，并给出了一揽子对策建议。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轮脱贫攻
坚战于2015年启动，今年则是高质量脱贫元
年，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另一方面又
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因此，结合“如期稳定脱贫、巩固脱贫成果、
完善长效机制”三大任务中的重点难点，市扶贫
办开展了“双到三促一聚焦”的调研走访活动，

组建10个工作组实地调研贫困区县，查找和梳
理问题。

“我们预先设置了18个调研课题，其中有6
个为集中性调研课题，包括高质量打好脱贫攻
坚战、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加强扶志扶
智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另外还有12个经
常性调研课题，涉及乡村振兴、电商扶贫、就业
扶贫等，调研贯穿全年。”该负责人说。

深入调研后，市扶贫办目前已收集到6类
共性问题和71个个性问题。

在共性问题上，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监管首

当其冲。市扶贫办监督管理处处长罗代福发
现，脱贫攻坚这几年来，群众的自主意识普遍提
高，各级干部也意识到脱贫资金是“高压线”，动
不得，“但在一些偏远地区，乡镇或村社干部的
法律意识仍然比较淡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优
亲厚友的情况，群众监督不太到位。”

市扶贫办人力资源开发处处长胡剑波负责调
研扶志与扶智。他在调研中发现，一说到志智双
扶问题，不少地方就谈到如何促使贫困户精神脱
贫，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志气是根本，这固然重
要，但没本事也不行，必须把贫困户的素质提升

放到重要位置上，让他们具备稳定脱贫的本领。”
而在个性问题上，个别地区的整酒之风愈

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在渝东北某贫困
区县的一些乡镇里，各种名目的整酒宴层出不
穷，如升层宴（即房子每修一层就办一次酒席）、
满十酒（几个子女分别为老人办酒）等，让不少
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且现在农村的人情世
故送礼标准也越来越高，从原来的三五十元涨
到了200甚至500元，一年挣的钱大部分用在
酒席、乐队、放烟花上了，怎能脱贫？”胡剑波说。

根据这些问题，市扶贫办也给出了相应的

对策意见。
例如，在资金使用和监督上，要推进扶贫项

目多方参与监管机制，进一步发挥驻村工作队
员、村级扶贫义务监督员监管作用；创新公示公
开方式，除通过上墙、网站、发宣传单等传统方
式外，要用好微信、QQ等新媒体，打造“指尖上
的监督”，切实提高群众知晓度。

在志智双扶方面，创办贫困村“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讲习所，宣传扶贫政策、法律法规、创
业精神和传统美德，开展培训、创业、就业、技术
指导等服务。

与此同时，市扶贫办还会同相关部门建立
健全了5个全市性的制度规范，包括《关于完善
区县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实施意见》《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等。

下一步，市扶贫办还将继续派出工作组蹲
点，聚焦深度贫困，以调研促进突出问题整改、
机制完善及作风治理。

为高质量脱贫“钉钉子”
市扶贫办密集调研梳理出6类共性问题和71个个性问题

“快许个愿！一起吹蜡烛！”4月9日晚，
离中交二航局二公司营地不远的一家饭店
里，来自公司的10多名员工正聚在一起，为
公司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部工作人
员李正林过生日。

李正林今年满49岁。因为建设港珠澳
大桥，他在珠海待了7年多。当天，是李正
林在这里度过的第7个生日。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是港珠澳大桥建设
的主力军，他们先后承担了世界最大沉管
预制工厂建设、沉管预制足尺模型试验、超
大型沉管生产、非通航孔桥建设等多项工
作，是所有参建单位中承担任务最多的单
位，同时也是重庆参加港珠澳大桥时间最

长、重庆人最多的一家公司（差不多1/3的
员工来自重庆）。因此，和李正林一样，在
港珠澳大桥建设工地度过7个春秋的公司
员工还不少。

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出海工作

“今天是参与建设港珠澳大桥以来，我
过得条件最好的一个生日！”可能由于港珠
澳大桥通车在即，李正林非常开心。

李正林回忆，自己在2012年初来到珠
海，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从 2012 年至
2018年，李正林总共在珠海过了7次生日。

“2014年和2015年的生日，我印象最
深刻。”喝下一杯大家齐贺的酒后，李正林脸
上满是苦尽甘来的表情。

原来，2014年和2015年，正值中交二
航局二公司在海上进行隧道沉管安装最紧
张的时期。那两年，李正林的生日，都是在

船上过的。
“那段时间，大家只能住在船上。出一

次海，得 30多个小时后才能返回公司营
地。”李正林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海上情况恶
劣，电话打不通，遇到大雾、大风天气，交通
断绝，船都开不了。“但为了确保工作进度，
往往是天不亮就得出海，生日也不例外，只
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工作。”

“现在条件好多了：公司每个月会集体
给当月过生日的同事，一起办个生日par-
ty。”李正林说，大家会一起吃个大蛋糕，唱
唱歌，在漫长、繁重的劳动过程中，稍事放松
和休息。

穿着工装举行婚礼

席间，大家开怀畅饮。除了过生日外，
让大家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分区总工程师张
洪的婚礼。

张洪结婚是在2013年初。“他爱人是四
川眉山人，在当地做中学教师。”公司承担港
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的一分区副经理杨
红说，张洪的婚礼就在营地举行。

结婚那天，张洪的妻子从眉山赶来，公
司食堂做了几桌菜，大家聚在一起，简单举
行了仪式。

没有烟花，也没有礼服，张洪甚至像平
常一样穿着工装，中午举行完婚礼，下午又
照常上班了。

李军、魏超帅、刘勇刚……不约而同地，
大家扳起手指数了起来：这几年，在公司营
地结婚的员工不少。“大家都是上午穿着工
装上班，中午换件衣服举行婚礼，下午又接
着上班。”李正林说。

4天时间成功追到女友

“2012年我追老婆那会儿，几乎没什么

时间。”副经理刘经国也笑着回忆起他甜蜜
又酸涩的恋爱史。

一旁，杨红赶紧风趣地插言道：“当时我
只给他1个月时间。”

原来，那时正值桂山岛沉管预制厂的建
设期，大家都不能下岛。杨红给的所谓1个
月，也就是格外开恩，允许刘经国可以周末
下岛的8天时间。“但除去周六下岛和周日
上岛各半天的时间，我其实只剩下4天！”刘
经国无奈地笑着说。

所幸，憨厚正直的刘经国依然打动了姑
娘的芳心。如今，刘经国和张洪的孩子，都
已经四五岁了。

“公司还有不少职工，这几年都陆续恋
爱、结婚、生子。”刘经国感慨，几年时间里，
自己从技术骨干，成长为工程部副部长、部
长，到现在的副经理，自己和很多参与建设
的工作人员一样，和港珠澳大桥一起变化、
成长着！

因为建设港
珠澳大桥，这批
来自重庆的桥
梁建设者们在
珠海一待就 是
7 年 多 。 他 们
远 离 亲 人 ，远
离繁华热闹的
都 市 街 区 ；他
们日夜与浪花
为 伴 ，与 钢 筋
水 泥 为 伍 ，枕
设计图纸而眠；
甚至，他们很多
人的生日，是在
漂泊的作业船
上度过的……

但，他们与
大桥一起成长，
得到了家人的
默 默 支 持 、收
获了有关单位
的 赞 许 ，其 中
还有穿着工装
举行的幸福婚
礼……

来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工地的报道②

七载春秋苦与乐
他们和大桥一起成长

本报特派记者 吴国红 李星婷

为大桥建设洒汗水的重庆建设者们。 （中交二航局供图）

中交二航二公司员工游川和他的
妻子一起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他们来
自重庆合川。 记者 郑宇 摄

为大桥建设洒汗水的重庆建设
者。 （中交二航局供图）

大桥建设者。
李正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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