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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查找出来不能‘躺在那儿睡大
觉’。”4月17日，城口县坪坝镇干部又在贫
困村三湾村调查“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当天，他们一共发现15户贫困户还在
饮水、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存在问
题。坪坝镇党委书记唐真兴说：“接下来，我
们要认真分析原因、落实措施整改到位。”

唐真兴说，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就要有“钉钉子精神”，抓准问题、拿
出实招、持续用力，最后干出实效，如期高质
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抓准问题
治好“心病”让贫困户脱贫有了信心

城口县供销社副主任冉虎成，是三湾村
七组贫困户陈维香的帮扶责任人。半年前，
冉虎成走访时，陈维香一脸愁容，谈产业发
展、聊危房改造时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
到教育时，她更是止不住流泪。

“儿子在家休学是她的‘心病’。”原来，
陈维香的儿子小宝（化名），读初一，因厌学
情绪严重，从去年9月开始，就在家休学。
冉虎成说，“她哭着说，小宝那么小就不读书
了，将来怎么办哦。”

这之后，小宝读书的事也成了冉虎成的
“心病”。冉虎成经常同镇村干部一道去陈维
香家里劝小宝回校读书。前几次，小宝还能
为冉虎成端茶送水。后来，他一见冉虎成就
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了。小宝很反感冉虎
成，他认为冉虎成是妈妈请来的“说客”。

于是冉虎成想了一招：带着小宝下地
干活。一是想让他尝尝山里人干活的辛
苦，二是想让他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干
活时任凭汗水湿身，手掌磨出泡，冉虎成也
带头不歇气。实在干不动了，他便坐下来与
小宝聊外面的世界。他把手机里重庆、北京
的图片给小宝看。“你不读书，以后怎么过上
好日子？”

冉虎成的话引起了小宝的思索，看着眼
前的高山峡谷，想着图片里那些叫人向往的
城市。几经思索，4月初，小宝回到了学校。

“‘心病’终于化解了！”陈维香坦言，儿
子上学的事情不解决，她干啥事都没得心
思、没得动力。“冉干部就像医生一样，一下
子就把准了我的脉，解决了我们家的问题。”

现在，小宝回到课堂，学习也非常用
功。陈维香除了养猪养羊，还打算种植中药
材、喂蜜蜂卖蜂蜜。她说，只要儿子愿意读
书，自己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都愿干，对脱
贫摘帽很有信心。

“脱贫攻坚，抓准问题很关键！”冉虎成
说，走访贫困群众，真还要有“望闻问切”的
功夫，既要走进贫困户的家庭，也要走进他
们的生产、生活，还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
界。“帮他们放下思想上的‘包袱’，他们才会
有脱贫的动力。”

如何抓准问题？冉虎成坦言，就是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要求对标对表，一样
一样地去调查、去核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据了解，正因为用“钉钉子精神”去抓问
题，坪坝镇贫困家庭学生义务教育保障率达
到100%，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学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拿出实招
踏破两双鞋解贫困户用水之忧

去年，三湾村三组贫困户张书权有两

件大喜事：一是孙子张太裕以超过重本线
6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南京理工大学；二
是困扰老张大半辈子的吃水问题终于得到
解决。

张书权今年73岁，几年前儿子去世。
这个家，除了老两口种点庄稼维持生活，儿
媳妇的打工收入是他们的经济支柱。

前年，村干部刚来到张书权家走访了
解情况时，老人摆出了两个困难：一是儿媳
妇一个人打工供两个孩子读书很困难；二
是自己年纪大了挑水很吃力，希望用上自
来水。

后来，张书权家被评定为建卡贫困户，
政府减免了两个孩子的学杂费，每学期还有
生活补贴。但困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动静。
老人想，减免学费国家有政策，但解决用水
问题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贫困户张合礼、张书明与张书权一家
一样用水困难。以前三家人吃水全靠老
天爷，一下雨就到山上去挑水吃。张书明
说，年纪大了，一个来回就是1小时，还怕
摔跤。

“山下的水送不上去，就把山上的水引
下来。”村党支部书记苟显洪说，大家一直惦
记着张书权等反映的用水难问题，只是在考
虑采取什么办法更有效果。“后来镇里决定
出资7000元为他们修建蓄水池。”

修水池，关键要有水源。牟广君、苟显
洪等几个干部带着砍刀上山找水源。山上，
茅草比人还长得高，根本无路可走，人走到
里面，深一脚、浅一脚，不是崴了脚，就是被
茅草划破了脸……苟显洪说，牟广君走坏了

两双鞋，他们最终找到了水源。
去年底，蓄水池修好了。牟广君、苟显

洪等几位干部又帮忙把1200米的水管安装
到张书权、张合礼、张书明的家门口。

“真的感谢他们！既帮我解决学费，又
为我家修了水池。”高考后，张太裕一直在家
负责担水，“用水问题解决了，我也能放心在
外读书了。”

“困难与问题就怕出实招、讲实干。”牟
广君说，“面对群众的困难，不是绕开走、不
是‘踢皮球’，而是拿出过硬的举措和办法来
解决，这就是‘钉钉子精神’。”

持续用力
干部“跑断腿”为群众改建危房

从吊脚楼到土坯房，贫困户冯达富这辈
子修建了两次房子。2014年7月，冯大爷
的土坯房被确定为D级危房，需要重建。

第一次，苟显洪登门通知冯达富要进
行危房改造，被老人拒绝了，老人觉得，“修
房既花钱又伤神。”冯达富说，本以为苟显
洪吃了“闭门羹”，会知难而退，“结果他又
来了。”

这一次，冯达富心里过意不去，就陪苟
显洪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分手时，冯达富
道出了心里话，“你看我都80多岁了，再修
房子就是浪费钱。”

但苟显洪仍没死心。过了几天，他带着
政策上门，告诉冯达富危房改造，政府有补
助。然后他劝老人，不替自己着想，也要为
老伴着想，住在刮风漏雨的房子里，终究不

是办法。
最终，冯达富同意实施危房改造。老人

告诉记者，拆旧房时，苟显洪带着村干部来
帮忙搬家具；选址时，他又来帮忙划线；下村
时，他绕道都会来问砖、石子准备好没；一早
一晚，他也要打电话叮嘱注意安全。最后房
屋建好了，村干部们都来祝贺。

“为我们修房子，苟书记真是‘跑断了
腿’。”现在，冯达富住进了新房，再不担心漏
雨和垮塌了。老人的老伴说，“现在可以安
心舒适地度晚年了。”

坪坝镇镇长文汐称，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就要有锲而不舍，“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思想不通做思想工
作、发现困难就想办法，落实措施还要注
意安全、讲究质量和速度，持之以恒，一抓
到底。

目前，坪坝镇已完成C级危房改造199
户，D级危房改造74户，易地扶贫搬迁20
户，扎实推进了贫困户住房改造和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

“‘点’上的贫困户脱贫，‘面’上的贫困
村摘帽，都需要有这种反反复复抓的‘钉钉
子精神’。”唐真兴说，脱贫攻坚不可能一蹴
而就，必须久久为功，要定期开展“回头看”，
采用“过筛子”方式深入排查，“保证问题排
查到底，精准无误；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按时
完成。”

据了解，三湾村在大走访行动中，新查
出的15户贫困户存在的饮水、住房、医疗、
教育、收入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分解落实到
责任人头上，正逐一得以落实整改。

城口县坪坝镇三湾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做实民生事，贫困户说：

“我对脱贫摘帽很有信心”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的热潮。总书记
高度重视重庆发展，始终
关心重庆工作，十分牵挂
重庆人民，多次对重庆工
作提出指示要求，我们要
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一体化
落实。

2016 年，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提出“两点”
定位、“两地”目标和“四个
扎实”要求；2018 年，全国
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两
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的要求；2019 年 4 月
总书记再次亲临重庆视察
指导，提出发挥“三个作
用”的殷切期望。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的这些指示
要求，着眼全国大局，结合
重庆实际，顺应人民期盼，
既是战略定位，也是奋斗
目标，更是具体要求，是一
脉相承、内在统一、互为支
撑的整体，为新时代重庆
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两点”定位准确概括
了重庆的区位优势和发展
机遇，为实现“两地”“两
高”目标提供了基础支撑；
而实现“两地”“两高”目
标，是真正发挥好“三个作
用”的重要条件。这些指
示要求，都是新发展理念
的体现，都是为了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都要靠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来实
现，都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来提
供有力保证。我们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
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会贯
通，全面贯彻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
重要指示要求。要全面学习、全面领会，一体坚持、一
体贯彻，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重庆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注
重一体化抓落实、一件一件抓落实、一级一级抓落实。
一体化抓落实，就是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
重庆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
保每一项战略决策、工作部署都兑现落实；一件一件抓
落实，就要立足自身现状、紧密结合实际，提出政策化、
项目化、具体化、清单化的贯彻措施；一级一级抓落实，
就要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把重庆各项工作做得更
加扎实有效。要带着责任学，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
学，联系实际学，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各项工
作，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转化为坚定行动。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市上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用心用情用力
抓好一体化落实，要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
实，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关怀厚爱、鞭策鼓励、期望嘱
托、为民情怀，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于想问
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拿出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检验的新时代成绩单，以实际行动回报党中央、总
书记的关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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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的同志，谢谢你们，我又重新享受
低保政策了！”4月23日，垫江县裴兴镇新宝
村村民徐某某给县纪委的同志打来电话，一
个劲儿地说着感谢的话。

徐某某的低保金怎么会失而复得？事
情还得从去年底中央第四巡视组对重庆开
展为期1个月左右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开
始说起。

2018年11月6日，一份来自中央第四
巡视组移交的关于反映垫江县裴兴镇镇村
干部无故取消贫困户低保资格的问题线索
交办单，引起了该县纪委监委的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成立审查组展开调查。

“涉及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务必查细
查实，及时还原事情真相！”垫江县纪委监委
主要负责人对查办该问题线索的第二纪检
监察室主任刘军强调。

低保取消，是政策变动，还是内藏“猫
腻”？其中是否存在违纪违法的问题？带着
一系列的疑问，审查组奔赴距县城70公里
的裴兴镇新宝村，找到村社干部以及部分村
民详细核查该村组低保政策落实以及精准
扶贫情况。

经查，2018年8月，裴兴镇社保所所长
封忠诚带队到新宝村核查建卡贫困户徐某
某相关信息时，在未向本人及其家人进行证

实的情况下，仅根据县民政局提供的徐某某
银行账户有3.5万元银行存款（后证实该款
为D类危房改造补助款），就将徐某某作为
取消低保待遇人员上报，导致徐某某近三个
月低保被取消。

“徐某某账上有大额家庭存款，是大数
据筛查出来的，我是严格按照规定取消其低
保资格的！”审查之初，在向封忠诚核实相关
情况时，他说得理直气壮。

“你有没有进行核查？怎样开展的入户
调查？入户调查结果是否经本人签字确
认？”面对一连串的问题，封忠诚脸上的汗水
越冒越多。

原来，2018年7月，封忠诚在接到县民
政局关于低保人员异常情况比对表时（后经
核实数据采集时间已过去三个月），也曾疑
惑徐某某账上款项来自D类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8月，封忠诚与村社干部一起去徐某
某家核查，远远见其家门紧闭，便电话询问
为徐某某建房的冉某，得知冉某已经得到建
房款后，在未与徐某某本人核实的情况下，
就认定其银行账户上的3.5万元（实际已支
付给冉某）为家庭收入超过标准，不再符合
低保享受资格。

“作为党员干部，履职不力，作风不实，
开展低保核查工作过程中存在不深不细的

地方……”在事实面前，封忠诚终于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3月27日，封忠诚因在其他低
保资料审核工作中还存在不正确履职的问
题，被垫江县纪委监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封忠诚作为镇社保所所长，本应严把
低保审核关，切实维护困难群众的利益，但
他却漠视群众疾苦，看似履行职责不力，实
则群众观念淡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表现，大家要以案为鉴、引以为戒。”
在裴兴镇“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上，该镇纪
委书记为100余名镇村干部明责任、敲警
钟。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要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强化作风建设。对那些畏苦畏难、敷衍了
事、弄虚作假的扶贫干部，要加强教育管理，
该撤换的要及时撤换，该问责的要坚决问
责，这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垫江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周道君表示，
结合近年来扶贫领域存在的问题，垫江县制
定了《开展扶贫民生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确定履行脱贫攻
坚政治责任、扶贫民生项目资金管理使用、
工作作风等3个治理重点。综合运用大数
据“搜”、抓住关键“巡”、利用巡察“挖”、专项
治理“纠”、发动群众“督”等多种举措，全面

排查在扶贫政策落地、项目安排、资金管理
使用和工作责任落实等方面存在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2018年以来，该县纪委
监委重拳整治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共查处突出问题109个144人，其中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67人，组织处理77人。同
时，持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对于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通报一起。截至目前，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扶贫领域典型案例30起35人。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查处党员
干部在扶贫帮扶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周道君表示，今后将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零容忍”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影响大的扶贫领域违
纪违法案件严查严办，回应社会关切，赢得
党心民心。对垫江近年来查处的扶贫领域
违纪违法案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将有针对
性开展扶贫领域专项督查、脱贫攻坚专项巡
察“回头看”，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整改落实，推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治理取得更好效果。同时，结合落实中央
第四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组
建督查组开展专项督查，通过查阅资料、实
地走访、现场查看等方法，督查相关单位脱
贫攻坚主体责任履行、扶贫资金项目排查清
理以及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制度落实等
情况，督促各级党组织切实扛起主体责任，
推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细落实，切实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失 而 复 得 的 低 保 金
垫江县重拳整治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三湾村在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时，生动地践行着“钉钉子”精
神。这也让记者认识到，落实“钉钉子”

精神要真、准、实。
钉钉子，要聚精会神，心到手到。如

若三心二意，不是砸了手，就是钉子钉不
稳。同样，脱贫攻坚工作也要落实“钉钉
子”精神，首先要真，态度要端正踏实，只
有带着真心真情走近贫困群众，你才会
发现存在的问题，才会愿意爬高山、钻森
林，为解决群众吃水难“踏破两双鞋”。

其次落实“钉钉子”精神要准。钉钉
子不“准”，就会白费工夫，也没有进展。
这就要求，在脱贫攻坚战中，我们要把准
脉、找到贫困户致贫的原因、贫困村脱贫
的道路。在三湾村，正因为冉虎成找准
了陈维香的“心病”，把小宝送进学校后，
陈维香也就有了脱贫的信心。

最后就是要“实”。落实“钉钉子”精
神，就是要出实招、见实效。钉钉子要实
实在在钉牢、钉稳，就得有持续发力的实
锤。可以想象，冯达富改造危房，没有苟
显洪持续不断、不厌其烦地做工作，冯达
富就不能住进安全、不漏雨的新房里。

落实“钉钉子”精神要真、准、实
□彭瑜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习总书记到重庆，心
里挂念老百姓。党的政策暖人心，暖人心！”4月24
日，渝中区大坪街道干部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
文艺宣传会，用三句半、金钱板、快板说唱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宣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

连日来，渝中区各级部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其中，大坪街
道干部群众在学习宣传中思索：如何将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辖区群众的心中？该街道几位文艺骨干
提议，何不将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融入三句
半等节目中，举办一场干部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
宣传会？

大坪街道发出消息仅4天时间，热心的干部群众
就精心编排出10个精彩节目。其中，街道干部张金城
在学习中有感而发创作了长诗《庄严承诺》，歌颂了总
书记始终将老百姓放在心中的民本情怀；居民曾凡常
更是紧密结合“两不愁三保障”内容，创作了三句半《誓
师攻坚战贫困》脚本；辖区群山老年大学艺术团更是加
班加点搞创作，排练出三十人参演的金钱板《撸起袖子
加油干》。

三句半鲜活生动、诗朗诵感动全场、说唱快板直击
人心……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这场文艺宣
传会吸引了众多过往群众驻足欣赏。特别是由渝中区
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带来的三句半《“两不愁三保证”脱
贫攻坚有保障》，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宣讲精彩，掌声热烈。居民张阿姨感慨道：“我们
街道策划的这堂文艺宣传会特别好，既让我们了解了

‘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内容，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
‘政策有温度，民生有保障’。”

渝中干群自编自导自演文艺宣传会——

“政策有温度，民生有保障”

▲冯达富原来的D级危房。

◀贫困户冯达富老两口在新房前晾晒自己
摘的茶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