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州区新乡镇政府

万州区城乡建委

黔江区石家镇政府

黔江区中塘乡兴泉村驻村工作队

涪陵区龙潭镇政府

涪陵区蔺市镇五尧村村委会

南川区白沙镇政府

南川区委党校

潼南区古溪镇狮桥村驻村工作队

潼南区别口镇老君村村委会

开州区关面乡政府

开州区紫水乡政府

城口县明中乡政府

城口县明通镇金六村党支部

丰都县保合镇政府

丰都县仙女湖镇驻镇工作队

武隆区后坪乡政府

武隆区城乡建委

忠县金声乡广兴村驻村工作队

云阳县云安镇政府

云阳县教委

奉节县龙桥乡政府

巫山县官渡镇政府

巫山县大昌镇明阳村村委会

巫溪县红池坝镇政府

巫溪县朝阳镇东桥村党支部

石柱县三益乡政府

石柱县桥头镇瓦屋村村委会

秀山县钟灵镇云隘村驻村工作队

秀山县清溪场镇平阳村党支部

酉阳县楠木乡政府

酉阳县农委

彭水县润溪乡政府

市纪委监委扶贫集团驻城口县沿河乡工作队

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驻开州区大进镇工作队

市发展改革委扶贫集团驻彭水县三义乡工作队

市农委扶贫集团驻巫溪县红池坝镇工作队

市卫生计生委扶贫集团驻黔江区金溪镇工作队

市总工会扶贫集团驻酉阳县浪坪乡工作队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

市国安局政治部组宣处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综合处

重庆文理学院合作发展部

重庆市渝州宾馆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扶贫工作办公室

重庆全伦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彭水县花千谷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德全

邓学梅（女）

冯玲（女）

肖鸣

严伟（土家族）

陈浩

周从江

潘广育

田罡

韦济兵

付登伟

张雁超

周波

张敏

童秀琼（女）

陈川

李晓宇（女）

蒋光辉

刘汉东

谭天平

李占毅

王华

冉若男（土家族）

刘洋

霍小燕（女）

李鸿运

黄华杰

缪传蛟

王珊（女）

汪容

杨骅

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党支部书记

万州区公路管理局财务科科长
（万州区龙驹镇分水村第一书记）

万州区扶贫办项目科科长

中信银行重庆涪陵支行高级业务经理
（黔江区沙坝乡木良村第一书记）

黔江区杉岭乡政府干部

黔江区扶贫办综合科科长

涪陵区龙潭镇农服中心园区办主任

涪陵区同乐乡经发办主任

涪陵区扶贫办信息科科长

南川区水江镇农服中心干部

南川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西城街道会峰村第一书记）

南川区扶贫办扶贫开发科副科长

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干部

潼南区龙形镇社保所干事

潼南区花岩镇花岩社区副主任

开州区大进镇残联理事长
（大进镇双龙桥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开州区和谦镇经发办副主任

开州区畜牧兽医局办公室主任

城口县庙坝镇香溪村党支部书记

城口县周溪乡政府副乡长

城口县扶贫办党组成员（挂职）

城口县水务局坪坝片区水利管理所事业工勤人员高级工
（明通镇金六村任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丰都县都督乡纪委副书记、党政办主任、人大办主任
（都督乡梁桥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丰都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丰都县委党校调研资政科负责人

武隆区和顺镇扶贫办负责人

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党支部书记

武隆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

忠县黄金镇经发办主任

忠县县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

忠县安监局办公室副主任
（金鸡镇傅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田波

张玉霞(女)

杨晓锋

徐磊

陈建华

肖恩

陈柯

何亨明

刘松涛（女）

柳学清（女）

陈洪森

陈进初

刘蓉（女，土家族）

郭洪波(土家族)

刘刚（苗族）

张胜海

文道成（土家族）

冉启平（土家族）

胡青松（土家族）

何成忠（土家族）

何文忠（苗族）

秦仕强（苗族）

朱万美（苗族）

彭祖辉

朱明丽（女）

骆星

崔文婷（女）

周开培

邓桥

张华春

令狐克军

李国

云阳县扶贫办信息科科长

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副科长

云阳县工商联会员部副部长、
县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

中国三峡集团干部
（奉节县永乐镇党委委员、白龙村第一书记）

奉节县委办干部
（平安乡文昌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工商银行奉节支行职工
（康坪乡大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巫山县双龙镇经发办负责人

巫山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双龙镇安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巫山县卫生计生委主任

巫溪县祥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巫溪县纪委监委组织部部长
（天星乡寒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巫溪县湾滩河水利水文站站长

石柱县万安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石柱县发展改革委农经科科员

秀山县隘口镇政法委书记、副镇长

秀山县隘口镇坝芒村党支部书记

秀山县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酉阳县泔溪镇泉孔村党支部书记

酉阳县黑水镇平地坝村党支部书记

酉阳县车田乡清明村党支部书记

彭水县诸佛乡庙池村党支部书记

彭水县大垭乡大垭村6组村民

彭水县检察院主任科员
（太原镇花园村第一书记）

北碚区纪委常委

渝北区扶贫办工作人员

巴南区天星寺镇农服中心扶贫干部

长寿区扶贫办干部

江津区蔡家镇农服中心副主任

合川区龙凤镇农服中心扶贫干部

永川区农委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永川区粮油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綦江区石壕镇农服中心主任
（石壕镇万隆村第一书记）

大足区农委副主任

甘国涛

黄文勇

廖敏（女）

周祥安

章志国

杨昉炜

郑自谋

黄亮

杨晓军

杨懿

陈良（土家族）

谢飞

颜其刚

李春蓉（女）

康庄

刘晗

张京（女）

李宗政

陈鹏

韦永胜

唐伟君

杨剑

陈鑫

方文（仡佬族）

李小军

王建力

吴开兵

王小运

赵伟

王士臣

陈宁

李春光

梅峰

王全超

崔佳

李洪淼

富治平

颜安

璧山区丁家街道农服中心副主任

铜梁区农委扶贫办副主任

荣昌区农委扶贫科工作人员

梁平区扶贫办主任科员

垫江县农委扶贫科科长

万盛经开区建设局村镇科科长

市政协办公厅保卫处调研员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办主任科员

市商务委自贸办制度创新处主任科员

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市工商局机关党办副主任

市政府研究室政法处主任科员

市农综办项目管理一处副调研员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重庆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部部长

市港航局水上交通管理监控中心副主任
（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第一书记）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主任科员

市红十字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市气象局气象台技术开发科科长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干部

市城市建设配套费管理办公室助理工程师

市救助管理站财务科科长

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工程师

市林科院经济林研究所所长

市中药研究院保卫处处长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外联合作中心科长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部书记

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副教授

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干部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政办综合科科长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基建后勤处国有资产管理科科长、
巫溪县天元乡驻乡工作队队员

重庆兴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事行政副总监

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

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

中央电视台重庆记者站记者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记者

重庆日报记者

一、先进集体（50个） 二、先进个人（101名）

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2018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中央国家机关+市级帮扶集团
定点帮扶精准用力

秋高气爽，巫溪县中梁乡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内，银水村村民刘安福的农家乐
繁忙起来。

银水村位于大巴山深处，村里不通公路，
也没有稳定的水源。2013年，巫溪县对银水
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将集中安置点修建在
中梁水库附近，从根本上解决了搬迁村民的
用水问题。

按照水利部定点扶贫要求，我市创新以
水定点扶贫新模式，以水定产、以水定居，优
化水源配置，加强产业发展扶贫、生态扶贫搬
迁等项目的水资源论证，科学促进贫困地区
产业发展，为贫困人口安稳致富提供了水利
保障。

像水利部这样定点扶贫我市的中央单位
共有9家，他们是我市脱贫攻坚的强劲后盾和
助力。今年7月底，9家单位在京发布了下一
步定点帮扶我市的工作计划。

其中，水利部、原三峡办将抓紧组织编制
《水利部定点扶贫三年工作方案》，对未来三
年定点扶贫的主要帮扶措施和计划进一步细
化实化；

中国农业银行将针对贫困户推出“惠农e
贷”产品，升级“金穗惠农通”，积极推进互联

网服务“三农”一号工程；
中国中信集团将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对接

融资，制定年度融资计划，按照中央防范化解
金融领域重大风险要求，控增量压存量，实现
存量债务无缝衔接，严控抽贷断贷等风险点
出现。

……
定点帮扶的另一重要组成单元是市级帮

扶集团。我市调整充实市级扶贫集团和区县
对口帮扶力量，各扶贫集团、对口帮扶区县选
派挂职干部200余人、驻乡驻村工作队员160
余人。围绕结对帮扶的深度贫困乡镇，18个
扶贫集团迅速聚集，发挥行业部门优势，凝聚
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定点帮扶是我国扶贫事业一支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是我们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的重要体现。”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我市定点帮扶工作将聚焦实地走访调
研、贫困户技能培训、干部选派方面，并着力
改善行路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

东西协作+市内帮扶
对口扶贫巧妙借力

“既属于对口支援，又属于东西扶贫协
作，具有双重任务，双重使命。”在城口县挂职
副县长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李建成，对跨越上千公里的扶贫协作，

他这样看。
一年多来，李建成见证了临沂多个扶贫

项目在城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扶贫协作，
重点是聚焦短板夯实基础。临沂市围绕城口
群众最关心、受益最直接、要求最急迫的问
题，带着真情实意、投入真金白银展开帮扶：
1480.8万元用于复兴、修齐、庙坝等乡镇（街
道）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示
范村10个，促进3000余户贫困群众脱贫增
收；805.2万元用于双河、巴山等乡镇易地扶
贫搬迁及配套设施建设，已有500余户贫困
户搬进了安置区居住；228万元用于中蜂、山
地鸡等产业发展和培训，累计发展中蜂500
余箱、城口山地鸡2万羽……

2010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山东省与重庆市“结缘”，开展扶贫协作。
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宁夏银川
市召开。此后，双方协作关系进一步加深，通
过结对子等方式，两地在教育、农业、劳务等
多个领域开展深入协作，帮扶领域不断拓
展。银川会议以来，山东省投入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重庆财政资金6.12亿元。

外部有帮扶，内部亦不甘示弱。我市不
断优化区县对口帮扶机制，安排市内经济较
发达的区对口帮扶贫困区县，形成“兄弟连”、
结下“战友情”，集中力量解决深度贫困问题。

对巫溪县这个“兄弟”，渝中区安排年度
帮扶资金及物资总额4013万元，安排财政资

金帮扶建设项目8个，涉及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社会事业、智力帮扶等领域；南岸区帮助
丰都县促成了投资总额5000万元的智能病
房监视监测系统及电子配件生产项目落户；
今年，渝北区拟援助云阳县3040万元，其中
1849万元将用于深度贫困镇村发展产业、建
设基础设施，其余40%资金向基层和民生倾
斜，重点用于该县大健康产业和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

“聚焦目标任务、问题导向、真帮实扶，这
是硬性要求。”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市内对口帮扶将加大对住房安全、产业就
业、基础设施等扶贫重点领域的帮扶力度，同
时切忌形式主义。

企业带动+社团参与
社会各界全面发力

这几天正是辣椒采收的高峰期，赶在以
往，綦江区贫困户陶思勇的心情是有喜有忧，
喜的是辣椒获得丰收，忧的是自己还得去找
销售渠道，不然采收下来的辣椒还是变不了
现钱。但今年不一样了，通过与陶然居签定
了辣椒订单种植合同，陶思勇的辣椒产量和
价格收购都有了保障，免去了后顾之忧的他，
仅辣椒种植一项收入就达到5万余元。

没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对象小而散的
生产方式无法对接大市场；有了市场主体带

动，贫困对象就能“借船出海”，跟市场经济紧
密连在一起，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许多企业
投入了社会扶贫的浪潮中，主动关心扶贫、积
极参与扶贫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今年，我市
继续组织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1755家民
营企业参与其中，为1363个贫困村投入产业
扶贫资金17.75亿元。

此外，各类社会团体也结合自身专长，深
度参与脱贫攻坚。在他们的帮助下，奉节、巫
山、城口等区县1300名贫困弱听人群喜获骨
传导听力眼镜，全市567名贫困白内障患者
免费实施了白内障摘除手术，重见光明，1.1
万名农村贫困失能老人获赠手机和话费，有
效建立了与社会的联系。

市扶贫办透露，未来，我市将继续开展
“万企帮万村”等扶贫品牌活动，并重点向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倾斜。同时构建政府、市场、
社会协同推进、互为支撑的社会扶贫新常态，
营造“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
的社会扶贫环境，助推全市脱贫攻坚。

重庆脱贫攻坚进行时——“大扶贫”决胜“最贫困”
本报记者 颜安

10 月 17 日，是国家扶贫
日。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意义重大。经过几年的持
续发力，我市累计实现8个“国
重县”、4 个“市重县”整体摘
帽，1821个贫困村、160万贫困
人口脱贫。目前，全市还有贫
困人口25.5万，贫困发生率为
1.27%。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
阶段，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
社会扶贫共同组成了脱贫攻
坚的“三驾马车”。由于具有
主体多元化、举措丰富化等特
点，社会扶贫越来越成为“三
驾马车”中最具潜力、最有活
力的部分。

经过几年努力，定点扶
贫、对口帮扶、社会各界全面
参与的社会扶贫大格局已在
我市形成。

核 心 提 示

在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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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重庆日报

第五个国家扶贫日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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