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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三建乡 集中精力攻克“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自去年8月被纳入全市深度贫困

乡镇以来，丰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丰都县三建乡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扶贫集团的鼎力支持和倾情帮扶及县

级帮扶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聚焦

深度发力，科学编制规划，抓实帮扶走

访，推进项目建设，结合全市脱贫攻坚

大排查和全县深化脱贫攻坚“百日大

会战”相关要求，集中精力攻克“贫中

之贫、坚中之坚”，务实推动深化脱贫

攻坚工作落实。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硬抓手”，
是增收脱贫的根本之策。丰都坚持“当
期脱贫、长远致富”，强化脱贫产业支
撑。把产业发展作为精准脱贫的核心支
撑，坚持市场导向，立足长短结合，探索
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致富的长效之路。

8月，在虎威镇大池村，一座现代化
的养鸡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工
程建设者不停地忙碌着，力图早日让这
一重大项目为脱贫发挥效能。

金鸡产业扶贫项目，是重庆市级重
点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4.5亿元，项
目建成后，将养殖青年鸡60万只及蛋鸡
240万只，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

金鸡是丰都继肉牛之后大力发展的
主导产业。丰都积极推动贫困户发展以
肉牛为主的“1+6+X”特色扶贫产业，注
重引进和培育金鸡等带动能力强、产业
关联度大、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近两
年新发展农业龙头企业5家，累计达51家。

在产业扶贫中，丰都特别注重利益联结。深
化推广“财产收益、资本收益、股权收益、工资收
益”四种长效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贫困户稳定脱
贫。如在德青源“金鸡”产业中，政府以政策性扶
贫贷款建蛋鸡养殖设施，企业缴纳租金，政府用资
产租金收益购买公益服务岗位提供给贫困家庭、
贫困户以就业方式获取收入；在华裕蛋种鸡产业
中，引导贫困户利用小额信贷资金，通过专业合作
社平台实现“户贷入社、社企抱团”发展，带动全县
近2000户无劳动能力贫困户通过入股分红，切实
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质量水平。

2017 年 9 月 4 日，是个令我永生难
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和市派另外5位

“第一书记”一起来到三建乡，开启了我
们的驻村扶贫之路。

山高坡陡恶劣的自然环境，薄弱的
基础设施以及水源性缺水严重制约了
三建乡的发展，而我所派驻的红旗寨村
就是其中典型的深度贫困村，我感到前
所未有的压力！

“用心用情用力干好扶贫工作”绝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需要我们花时
间、精力和感情去和村民沟通接触。通

过经常入户走访关心群众，宣传扶贫政
策，来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日常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问题或者矛盾纠纷，可能是张家
的羊吃了董家的菜，也可能是李家人
挖了曾家的田坎……这些我们眼中
的小事，就是群众心中的大事。只要
我们肯放下自身“官架子”，用情去沟
通，帮助群众解决这些“小事儿”，才
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增加群众的满意
度。

农村工作既简单，又复杂。如果我

们处理问题没有找准问题产生的根源，
可能处理起来就很复杂；如果我们看清
了问题背后的本质，那么我们处理起来
就事半功倍了。这要求我们积极用心
思考，找到破题的切入点。

一年过去，很多村民从认识我，到
了解我、信任我，再到有任何想法和困
难都愿意向我倾诉，我认为我这一年的
努力，值！我的最终目标，是成为村民
的家人。只有成为一家人，我们的心才
会往一处想，劲才会往一处使。

当前，红旗寨村各项工作均在有序

开展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脱
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脱贫攻
坚工作唯有迎难而上，克难攻坚，撸起
袖子加油干，才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

我相信，在全体扶贫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贫困，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建乡红旗寨村“第一书记”、
市水利局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干部孙培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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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三建乡田园风光 摄/王清义

双鹰坝美景

廖家坝社区“第一书记”乔亚军在绿春坝村村
民院坝收购土鸡蛋

安乐窝 聚宝盆

6月，三建乡滑坡整体避险搬迁新址启
动建设，居民安置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全面投
入施工。

位于山谷中的三建乡老场镇地势狭窄，
道路拥堵。场镇中心后侧，有一片长400米、
宽800米、平均厚度10米，体积约320万立
方米的滑坡体。历年来，这一滑坡体多次出
现险情，威胁着沿线1.3万多平方米房屋的安
全。与此同时，场镇旁龙河、双鹰河夏季水位
的上涨，也让附近居民坐立不安。

去年11月，三建乡场镇滑坡整体避险搬
迁方案被批准实施。该项目用地面积34481
平方米，配套建设道路、消防、给排水、生化池
等市政公用设施及绿化等附属工程。沿双鹰
河而建的三建乡新场镇四周开阔平坦，远离
地质灾害隐患。

按照“开门见水、推窗见绿”的思路，新场
镇建设已全面启动，部分道路已建设完毕。
老场镇重危区88户居民已全部搬离。明年
上半年，169户场镇居民有望喜迁新居。预
计到 2020 年后，新场镇常住居民将达到
4500人。

全新的场镇，不仅将成为居民们的“安乐
窝”，还将成为三建人的“聚宝盆”，变作带动
三建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强力引擎。

“整体场镇搬迁在全县尚属首例。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着力打造旅游特色小镇和龙河国家级旅游
风景区集散中心。我们将努力建设一座依山
傍水、闻名遐迩的旅游风情小镇！”丰都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三建乡党委书记黄友志说。

据悉，9月底前，三建乡将全面启动“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讲得出故事”

的旅游风情小镇建设。

强产业 夯基础

三建乡新场镇的所在地，是深度贫困的
绿春坝村。作为全乡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
这里的面貌日新月异。

绿春坝村“第一书记”刘晗带领工作队驻
村后，和邻近的廖家坝社区“第一书记”乔亚
军一起，建起了三建乡土特产电商平台。电
商平台上线一个月，就为村民们卖掉土鸡近
100只、土鸡蛋5000多个。

除了土鸡和土鸡蛋，绿春坝村的雷竹笋
也将很快通过三建乡土特产电商平台销往各
地。为实现多渠道增收，驻村工作队和村干
部号召全村种植雷竹，并引进森林经营所为
群众进行管护，同时通过合作社对雷竹进行
加工销售。按照户均种植雷竹2亩计算，全
村每户群众年增收近1.2万元。

大规模种植雷竹，不仅可以让群众通过

卖竹笋增收，绿春坝村还将立足大规模的雷
竹林，按照农旅结合建设“竹海休闲园”，让群
众捧上乡村旅游的“金饭碗”。

绿春坝村是三建乡的缩影。在产业扶贫
上，三建乡将打好巩固农民增收攻坚战役，夯
实“1+3+X”产业基础，让87%的耕地种上经
济作物，努力打造“龙河湿地核心区、三建旅
游集散地、夜力坪农耕休闲体验区、双鹰峡谷
观光区”，成功打造一、三产业高度融合，旅游
景点紧密串联，更多群众积极参与的全域旅
游示范乡镇，进一步拓展巩固群众永久的增
收渠道。

产业促扶贫，基础为保障。目前，三建乡
正加速推进以三厂路为重点的交通项目和以
茶沟子水库及枢纽工程为重点的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

三厂路（三建到厂天）是三建乡的主干
道，建成后，将把三建乡和连天栈道景区、双
鹰峡谷、三抚林场、南天湖景区连成一线，方
便全乡80%的群众出行，拉动乡村旅游快速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投资1亿余元建设的茶沟子水库及枢纽

工程，则可在建成后保障包括绿春坝村在内
的全乡80%的人畜饮水问题。

共努力 战贫困

三建乡的巨变背后，是丰都县委县政府、
各级干部群众和对口帮扶的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扶贫集团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推动深化脱贫攻坚启动之后，市人大主
要领导率队深入8个村（社区）实地调研。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团成员单位、有关
市级部门分别开展专项调研指导，重点围绕
路、水、电、讯、房等短板和三建场镇整体避险
搬迁以及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精心编制出“1
（脱贫攻坚规划）+6（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素质提升、易地搬迁、人居环境改造
6个专项规划）+X（其他行业规划和8个村脱
贫规划、贫困户脱贫计划）”规划，实施6大类

19小类64个重点项目。
按照“作战图”，三建乡分村成立了脱贫

攻坚指挥部，全面摸排辖区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自然资源等情况，逐村逐社建立村情台账。

全乡分解脱贫攻坚重点项目建设责任，
制定脱贫攻坚重点项目落地服务责任人评价
管理暂行办法、督查督办办法、资金管理办法
三项制度压实项目建设责任，规范项目资金管
理。围绕场镇搬迁、交通、饮水、产业等问题，
对接政策、资金、项目和对口帮扶单位支持。

目前，三建乡深化脱贫攻坚64个重点建
设项目，已开工49个、完工8个，累计完成投
资2.25亿元。

同时，坚持党建引领，抓好志智双扶。探
索建立“五联五抓”机制，全乡形成了帮扶部
门、乡村之间共学习提升、共议事解难、共服
务群众、共推动脱贫攻坚的局面。

张亚飞 彭光灿 刘茂娇
图片除署名外由丰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

今年以来，丰都在县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统筹指挥下，严格按照大排查工作

“七查七到位”要求，坚持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融合开展深化脱贫攻坚“百
日大会战”八大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
成效。

危房改造圆了贫困群众安居梦

“再也不用担心下雨，感谢政府帮
我建好了新房。”8月，面对刚刚落成的
新居，三建乡绿春坝村贫困居民向存兰
激动不已。

向存兰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江西安
家，女儿在邻镇生活。自丈夫离世后，
她便和读小学的外孙一起主要靠微薄
的低保金生活，原本居住的老宅破旧不
堪，严重漏雨。

“如果不是国家的好政策，我哪里
还住得上新房子！”向存兰所说的“好政
策”，指的是丰都县开展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中，她家的房子
被纳入D级危房改造项目，享受补助3.5
万元。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国家确定的
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之一。

丰都大力开展以危房改造为主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更多的“向存
兰”由此受益。

全县需改造农村C、D级危房总户数
为35928户，其中C级 30451户，D级
5477户。截至目前，全县C级危房改造已
开工26047户，竣工23656户；D级危房
改造已开工5272户，竣工4672户。全县
本轮列入农房“四改”计划154857处，其
中已开工78156处，竣工71876户。

八项行动全面助力深化脱贫攻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只是
今年丰都融合开展深化脱贫攻坚“百日
大会战”八大专项行动之一。

精准帮扶提升专项行动上，全县干
部紧扣“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带
着“户口簿”，全面深入农户家庭摸排，
实现了在家农户走访全覆盖。

大病集中救治专项行动上，大力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签约服务
11.32万户28.09万人，其中建卡贫困户
签约率100%、服务率98%。开通贫困
患者救治绿色窗口，推行“先诊疗、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落实多重保障，确
保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降
至10%以内，个人自付不超过1万元。

突出问题整改专项行动上，出台了

相关文件，理顺了关系，项目验收加速
推进，资金监管更加规范。

控辍保学专项行动上，摸排统计义
务教育适龄辍学失学学生共计525人，
其中办理免学、缓学141人，现采取送教
上门104人，劝返就读74人，正在外学
技术的67人。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国家规定的95%以上。

内生动力激发专项行动上，积极开
展基层理论宣讲，把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理念和扶贫政策传达到千家万户。印发

“十大孝善人物”、乡贤、脱贫先进户、致
富带头人等评选方案，成立“红镰”党员
志愿服务队360支，开展农科专家志愿
者急诊室、科普大篷车进山村以及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向贫困群众提供农
技培训等志愿服务350余场次。

基层组织整顿专项行动上，查出党
组织组织力不强、党组织书记政治素质
差、组织生活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10大
类79件。为党组织书记职位空缺的7
个村补齐了党组织书记，排查出综合能
力不强的书记19名，通过加强教育培训
整改提高17名。

工作作风整治专项行动上，发现并
督促整改作风漂浮、缺岗离岗等问题17
个，发现疑似项目质量问题2个、违规招
投标问题17个，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10件、处理党员干部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