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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10月17日在北京召
开的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公布了今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共有139
个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获奖，我市有4人名列其
中。

据了解，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由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经中央批准，从
2018年起，全国脱贫攻坚奖将“奋进奖”“贡献奖”

“奉献奖”“创新奖”4个奖项的表彰名额，由以前的
每个奖项10名增加到25名左右，并增设“组织创
新奖”，表彰名额为每年40个左右。

“奋进奖”从脱贫主体中产生，表彰光荣脱贫和
带领群众脱贫的先进典型；“贡献奖”从扶贫工作主
体中产生，表彰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军
队和武警部队、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民团体中的
扶贫先进典型；“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
表彰各类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
扶贫先进典型；“创新奖”从扶贫脱贫主体中产生，
表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创
新的先进典型。

我市获奖的4名先进个人分别是：获得“奋进
奖”的秀山县川河盖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白
天树，获得“创新奖”的城口县岚天乡党委书记江奉
武，获得“贡献奖”的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主任严克
美，获得“奉献奖”的新疆宏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宗平。

白天树牵头于2010年9月成立秀山县川河盖
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蜂农”模
式，发展蜂农300余户，其中建卡贫困户166户。
2017年，合作社社员养蜂平均收入达4.3万元。

江奉武在城口县岚天乡创新脱贫和农村发展
思路和举措，分众化建设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建成

“旅游联合中心户”9家，提档升级大巴山森林人家
108家，覆盖带动贫困户147户。

严克美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担任当阳
乡玉灵村第一书记后，她坚持吃在村，住在村，干在
村，切实解决玉灵村发展中的很多困难和问题，进
一步融合干群关系，有效地推动了玉灵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

魏宗平是重庆巫山人，他用自己常年在外务工
的积蓄在新疆办起了公司，带动25000余名家乡
人在新疆就业，平均每人每年收入6万元左右。
2013年以来，他个人累计捐款500多万元，为家乡
修公路、建学校、帮助孤寡老人和贫困学生。

据介绍，从10月19日开始到10月底，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组织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组成4个报告团分赴中西部21个省区市，广
泛宣传脱贫攻坚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重庆4人获得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上接1版）
今年8月，开州、云阳、巫山如期

实现高质量整体脱贫摘帽；一个月
后，奉节召开决战脱贫摘帽倒计时誓
师大会，一场聚焦精准识别、住房保
障等重点难点问题的冲刺决战行动，
就此展开。

中央有要求，重庆有行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

贫格局，这是党中央在提出精准扶贫
理念后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

在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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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我市专门组织相关部
门、区县赴京对接定点帮扶我市的9
家中央国家机关，成果丰硕——9家
中央国家机关均发布了极具含金量
的下一步定点帮扶我市工作计划。

此外，市级帮扶集团、鲁渝东西
协作扶贫、区县对口帮扶、爱心企业
和个人等，构成了一张“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社会扶贫网络。

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后，我市立即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了《关于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提出9个方
面、48项政策举措、288项具体任务，
并逐一分解落实到53个牵头部门、
55个参与部门。

“既有任务书，也有路线图，还有
时间表，对照抓落实，执行不打折扣，
这是我们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前
提。”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精准脱贫
贵在“精”重在“准”

目标既定，行动必随。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聚焦精准

狠抓分类施策，持续深化“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分类推进交通、水利、文
化、金融、科技、环境改善等行业精准
扶贫行动。

要致富，先修路。巍巍武陵山，

绵延八百里，是长期以来渝东南区县
与外界交流的屏障。2016年，石柱
县石家乡石龙村村民谭春雨利用搬
迁的机会，在家门口开起了“春雨农
庄”。然而，门前道路的不畅，让她的
农家乐始终显得有些冷清，一年下来
的年收入只有3万元。去年，得益于
扶贫项目，谭春雨门前的道路硬化
了、拓宽了，3公里的道路直通黄水
景区，于是她的农家乐很快便门庭若
市。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游客几
乎把她家的门都挤破了，“有时候，一
天就有几千块营业额。”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本，生态
之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往往受制
于吃水难、灌溉难，难以发展生产，改
善生活。作为典型的“望水兴叹”地
区，丰都县三建乡的许多农户都曾为
了吃水而操劳。过去两年，三建乡将
兴建水利设施作为了脱贫攻坚的重要
项目来抓，利用项目资金新建微水池
71口，整治渠堰21公里，新建了一个
自来水厂，全乡现有集中供水点15

处，覆盖群众约5000人。如今，走进
当地绝大多数农户家里，只要拧开龙
头，干净的自来水便汩汩流出。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基层
党组织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战斗
堡垒，但我市大部分农村却囿于集体
经济的薄弱而缺少了必要的凝聚力、
战斗力。摸清情况后，市委市政府实
施了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清零行
动，向每个“空壳村”专项安排集体经
济发展启动资金10万元，并投入3.4
亿元开展农村小水电和光伏扶贫，稳
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精准扶贫，就是要扶到根上、扶
到点上。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启动
村民小组通达工程8300公里、通畅
工程1.6万公里；解决1750个贫困村
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完成村级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188个；
在贫困区县建成国家农业特色科技
园区7个；每年为每个贫困区县新增
建设用地600亩；实施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350个村；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

5.13万户、农村改厕4.6万户。
精准扶贫，就是要扶真贫、真扶

贫。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贯彻精准
方略，带动22万余贫困户发展起了
特色产业，帮助20.59万人搬进了新
房，针对贫困人口开发公益性岗位
3.3万个，实施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
8000元以下据实报销，并将符合条
件的24.5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保障，
实现了“五个一批”全覆盖。

精准扶贫，就是要深化改革，补
齐短板。我市出台农村“三变”改革
试点意见，实施财政补助资金股权
化改革项目937个，持股贫困户3.1
万户。建立金融精准扶贫主办行制
度，组织5家涉农或地方法人银行对
18个重点区县划片包干，创建市级
金融扶贫点127个。设立扶贫小额
信贷风险补偿金4.4亿元，创新推出

“扶贫贷”“贫困扶助贷”“再贷款+”
等金融精准扶贫产品30多个。整
合金融机构、结对帮扶人等力量，成
立金融扶贫助贷员队伍，今年新增

扶贫小额信贷2万余户8.76亿元。
整合小额意外、大病、农房等保险，
创新推出“精准脱贫保”，实现贫困
人口全覆盖。

一项项措施，汇聚起了脱贫攻坚
的磅礴力量，推动我市贫困地区面貌
日新月异，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
为改善，贫困发生率直线下降。

聚焦深度贫困集中攻坚
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面
上贫困虽已得到了较大缓解，但越往
后需要啃的“硬骨头”越多、越硬，容
不得半点松懈。

深度贫困地区是贫中之贫，坚
中之坚。去年8月，我市参照国家确
定深度贫困县的标准，按照“三高一
低三差三重”识别标准，从全市甄选
出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并明确目
标：精准到人头、统筹到区域，下足

“绣花”功夫，集中力量全面破解深

度贫困难题。
深度发力，规划先行。围绕深度

改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深度调整产
业结构、深度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深度落实各项扶贫惠民政策

“四个深度”的要求，我市因地制宜编
制18个深度贫困乡镇精准脱贫三年
规划，累计规划项目2372个，预计投
入162亿元。目前，已启动项目建设
1514个，完成投资32亿元。

产业是脱贫的根本，没有产业，
脱贫就如同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我市因地制宜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
特色产业，打好脱贫攻坚的“第一
硬仗”。

金秋，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贫困
户杨朝武的中蜂养殖基地里，蜜蜂上
下纷飞进进出出，这是他得以脱贫增
收的保障。“我养蜂有30多年了，以
前技术不过关，收益不明显，今年通
过培训学到了分蜂、打扫、管理等关
键技术知识，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
预计今年收入有5万元左右。”杨朝
武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在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仍然
是第一需求。我市整合各方投入，着
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卡脖
子”问题，使这些地区的基础条件大
为改善。

奉节县平安乡位于该县西北角，
与云阳、巫溪接界，曾是交通死角，也
是当地最贫穷的乡镇之一。

深度贫困攻坚战打响后，平安乡
“借道”在巫溪县古路镇境内修通了
一条15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连接道，
通过巫溪县的羊桥坝高速下道口、奉
溪高速与奉节县城相连，将其到奉节
县城的时间缩短到一个半小时。而
对内，则实施撤并村油化路116公
里，入社泥结石路57公里，人行路
236公里，实现户户通人行便道，社
社通泥结石道路。

人心齐，泰山移，我市坚持扶贫
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昂起脱贫志气。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麻旺
镇龙坝村，张金银是出了名的“懒
汉”。懒到什么程度：每天不到中午
十二点不起床，起床后不是打牌，就
是喝酒，要么就闲逛，从不做家务，也
不过问孩子的学习，老婆受不了跑
了，再也没回来过。

镇村干部来了，一次次的劝说、
开导，终于让张金银开了窍，他主动
向县扶贫办申请了麻旺鸭养殖项目，
养起了上千只麻旺鸭，现在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家里因此迎来了新生。

从数据变化看脱贫攻坚新答卷
本报记者 颜安

◀村民在黔江区黒溪镇攀峰农业公司辣椒
种植基地分拣辣椒。 特约摄影 杨敏

（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巫溪县徐家镇安阳村，村民余治平与母亲
看着李子丰收满心欢喜。 记者 谢智强 摄

10月13日下午，巴南区李家沱街道
合建社区花溪河的石龙桥两岸，虽然下着
小雨，但岸边钓鱼的群众可不少，短短几
百米的河岸边，就有数十人在挥杆钓鱼。

说起钓鱼的事，72岁的当地居民何从
成很是感慨：“现在岸边‘土坡菜地’整治
后，环境好了，河水也干净了。以前，我可
不敢在这钓鱼，不仅臭气熏天，河水还
变黑发臭，这河里的鱼也没人敢吃。”

土坡种菜曾让江景房都不敢开窗

何从成所说的“土坡菜地”，位于花溪
河石龙桥两岸，面积大约有四五十亩，这
些土地大半是河滩地，有些则是征而未建
的土地。周边都是城市建成区，不少人看
着土地闲在那里，就打起了种菜的念头。

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原本不该种菜
的这片土地，都变成了“土坡菜地”，一些
让人恼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问题就出在有些人乱施粪肥，破坏
了环境。”何从成住在岸边的合建社区252
栋，推开窗就能看到花溪河。然而，这几
年来，由于“土坡菜地”的影响，原本在外
人眼中不错的“江景房”，却让何从成有苦
说不出。

“每天早上，本来是开窗透气的时候，
恰恰那时也是种菜人施肥浇粪的时候，那
臭味老远就闻得到，根本没办法开窗透
气。”回忆起原来的“土坡菜地”，何从成很
是气愤地说，不光是早上的时候臭气熏
天，由于少数种菜人挖了一些小的蓄粪
池，使得附近常年都有一股粪臭味。遇到
下雨，污水和垃圾就会直接流入花溪河，
让河水变黑发臭，看着就让人恶心，更别
说去钓鱼了。

“土坡菜地”的形成，让石龙桥两岸数

千居民受到了影响。居民李先池说，石龙
桥是那片区域连接两岸的唯一一座行人
桥，平时往来两岸的人都必须经过此地，
但由于“土坡菜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过往的行人不得不绕道主公路，多花起码
超过20分钟时间。

加快整治，老党员带头挖掉
“带娃”玉米

面对“土坡菜地”所带来的影响，周边
居民是怨声载道，然而种菜的人“五花八
门”，大部分都是住在周边的邻居，碍于情
面，大家也没法说什么，最终，这事还是得
政府来管。

今年年初，巴南区将“土坡菜地”的整
治，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和改善民生的重点
工作来抓，明确了在5月底前，对包括石龙
桥在内的全区213处“土坡菜地”进行全
面整治。

“别看只是整治一个菜地，这背后的
工作可不简单。”合建社区书记舒敏说，石
龙桥区域的“土坡菜地”，涉及上百户居
民，要让他们主动配合整治，这难度可不
小。为此，社区从年初就开始宣传发动，
不仅在“土坡菜地”和周边社区张贴各种
标语，营造浓厚氛围，还根据摸底情况，逐
户上门宣传。最后，从一名老党员处打开
了突破口。

周庆昌是当地的老居民，也是一名老
党员，今年68岁的他党龄已有42年。他
不仅是社区党小组长，也是居民小组长，
在社区颇有威信和影响力。最近几年，由
于老伴前往孩子家带孙儿，相对清闲、独
自一人的周庆昌开始在花溪河边的空地
上种菜。对他来说，看着菜苗长大，就像
是自己的孙儿在长大一样，心里有了一种
寄托。

“这些菜地真要全部取缔吗？我种的
玉米都‘背娃’了，能不能再宽限半个月？”
今年5月初，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整治，周
庆昌心中还是有一些不舍。

而舒敏的话却打动了他：“你也知道
我们提前几个月就进行了宣传和告知，如
果同意了你这个请求，那么其他人也会说

‘我的茄子、我的辣椒也快成熟了，宽限几

天’，那就没有尽头了，你是老党员，更应
带头做个表率。”最终，周庆昌同意了带头
整治菜地。

今年5月12日，星期六，合建社区石龙
桥“土坡菜地”整治正式开始，吸引了周边
数百群众的围观。当天，周庆昌与街道和
社区干部、志愿者一道，来到了自己种的
100多平方米菜地上，他亲手拿起锄头，带
头挖掉了即将成熟的玉米和蔬菜，将菜地
上的薄膜、竹竿等全部进行了清理。

有了周庆昌的带头，石龙桥“土坡菜
地”的整治进行得很顺利，仅仅几天时间，
菜地就被全面清理干净，土地也进行了翻
耕，恢复到了种菜前的面貌，解决了“土坡
菜地”污染这个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难题。

菜地要变公园，老教师写来感谢信

“土坡菜地”全面清理后，解决了环
境污染问题，但如何防止其“死灰复燃”，
并充分发挥这些闲置土地的效能？巴南
区明确提出，对征而未建、工程建设预留
地等地块，一律进行简易绿化，改善周边
环境；对闲置公共地块，则按规划要求和
实际情况，建设亲水公园、小游园、湿地
公园等。

合建社区在石龙桥区域的闲置土地
上，先期进行了简易的绿化，撒播了黑麦
草、格桑花等，并沿花溪河两岸，栽种了两
排麻柳树，让两岸四五十亩土地披上了绿
装。在今年八月格桑花开时，成片的花海
使得这里成了花溪河岸边的一道靓丽风
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游玩。

居民郭先碧说，周边虽然都是城市社
区，但大多为老旧小区，附属的休闲设施
不多，这片地经过绿化后，就成了人们平
时休闲玩乐的好去处，“你想啊，这里环境
好，晚上大家在这散散步多好，还有钓鱼
的、拉二胡的、跳舞的，可热闹了。”

家住周边社区的老教师王中来还专
门写来感谢信：绿水青山不是一句口号
挂在嘴上，要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我为
李家沱街道整治花溪河，给辖区人们营
造一个绿色、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
境拍手叫好，为你们点赞！你们的辛勤
劳动和无私奉献精神，辖区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

目前，巴南区城管局正在制订规划，
未来，石龙桥两岸将建设一个小型的亲水
公园，完善相关的步道、健身设施、园林绿
化等，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周边居民休闲娱
乐的永久性场所。

巴南花溪河石龙桥两岸一度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如今却成了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

“土坡菜地”变迁记
本报记者 王翔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满足“民
生”二字背后新的期待与诉求，除了要做
好医保、社保、修路修桥等传统意义上的
民生“大事”外，更应当把群众身边的小事
当作大事来抓。

因为，每个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对于个人或者家庭来说都是“大事”，每个
人的“小事”聚集在一起，便是党和政府的

“大事”，只有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
来抓，才能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才能让人民更满意。

就像巴南区整治“土坡菜地”一样，看
似是一件“菜地整治”的小事，却事关千千

万万群众的切身利益。
所幸，巴南区深谙此理，将其作为了

一件大事来抓，面对着全区上千万平方米
的“土坡菜地”顽疾，没有踟蹰不前，而是
勇于面对，坚决整治。在市里部署的全年
整治107处土坡菜地基础上，自加压力，先
后整治土坡菜地 213 处，面积达 988 万平
方米，真正还给了周边群众一个绿色、干
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也难怪，在群众的感谢信中，纷
纷为政府点赞，并直言：你们的辛勤劳
动和无私奉献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
记。

“小事”当作“大事”来抓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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