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的秦巴山区，春寒料峭。
大山深处的城口县沿河乡却是一

派生机盎然：联坪村，花菇长势喜人，村
民在大棚里忙得不亦乐乎；迎红村，白
夹竹盛产，鲜笋正批量上市；沿双公路，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6月就能通
车……

然而，谁曾想，过去这些村子坐落
在大山山脚相交处狭小的河岸边，产业
是家庭式的小作坊，出山只有一条蜿蜒
陡峭的盘山路。外出打工，几乎是致富
增收的唯一途径。

2017年9月5日，下着大雨，踩着崎
岖泥泞的土路，市纪委监委扶贫集团驻
沿河乡工作队（以下简称驻乡工作队）
来到了城口县沿河乡。作为对口帮扶
单位，扶贫集团选派了6名干部前来“支
援”，这些队员中有的从事巡视工作多
年，有的熟悉农村土地政策，有的懂市
场运营销售，还有的学过心理学。打他
们来后，村里的“高兴事”一件接一件：
修路引水、栽树育苗，山货卖出去、游客
涌进来……

走进秦巴山深处的沿河乡，绝地突
围的石旮旯里，驻乡工作队员下足绣花
功夫，帮助山区困难群众改变贫穷面
貌。

还是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还是土
地贫瘠，处处都是石旮旯，但沿河乡的
老百姓说：“好日子就在前头！”

大山之困
九山半水半分田，脱贫之

路任重道远

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最低海拔
481米，最高海拔2134米。大山高高耸
立，几乎呈直角，只有沿着河谷的地方，
才稍微有一块平坦的地方，这是沿河乡
的地貌，所谓九山半水半分田。

位于我市最东北角的城口县，史籍
里满纸的“穷”“险”。清朝诗人廖时琛
在《登峡口山》一诗中，用“怪石嶙峋景
最奇，如旗如剑列江湄”，生动描写了城
口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沿河，更是贫中
之贫，是全县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

“不来不知道，还有这么艰苦的地
方。”驻乡工作队队长任德说，40°陡
坡，巴掌宽的路，头顶是乱石，脚下是悬
崖。城里人看着直冒汗，当地人得天天
走；住在危房里的老两口，唯一值钱的
家当是盏电灯；3个成年儿子都是残疾
人，年迈的父母苦苦支撑一个家……

这是初到沿河乡，驻乡工作队摸排
走访时发现的情况。

翻开驻乡工作队队员喻竹的工作
日记，第一篇里有他的“沿河初印象”：

“场镇狭小，只有一条街，村里的景象看
起来有些萧条，村民的精神面貌不好。
关键是耕地少、平地少……我们带着使
命和嘱托来，要对这些乡亲负责，寻找
致富之路。”写这篇日记的时间是2017
年9月5日，正是驻乡工作队到沿河乡
的第一天。

一到沿河乡，工作队就与沿河乡党
委政府一道，严格对照“两不愁、三保
障、一达标”标准，逐村、逐户、逐人“过
筛子”，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全覆盖、拉
网式大走访。

队员们跋山涉水，走遍了沿河乡6
个行政村35个组，入户走访2859户次、
召开院坝会280余次，确保精准识别扶
贫对象。

大走访得出的一组数据让他们倍
感压力：全乡辖6个行政村35个组2380
户 8356人，共精准识别贫困户578户
2365人；主要致贫原因是因病290户占
50.2%、因残69户占11.9%、因学108户
占 18.7%、因交通缺技术等其他原因
111户占19.2%。截至2017年底，仍有

257户1043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依然
高达13.1%。摆在驻乡工作队面前的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也是脱贫攻坚必
须啃下的骨头。

“3个月的走访，我们所有人都摔过
跤，还有人滚到山下。”任德说，正是通
过用脚步丈量距离，用心与贫困群众交
流，他们获得了最精准的第一手资料。
3个月走访结束后，回收信息采集表
3300多份，收集关于住房、惠农等领域
问题建议2000余个。驻乡工作队在大
走访中还创新推行“三亮”“三到”行动
（即亮身份、亮承诺、亮标准，身份公开
到人、联系卡送达到户、承诺书展示到
组），让群众记得住人、找得到人、办得
了事，为工作队融入脱贫攻坚大决战打
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扎实的走访基础上，驻乡工作队
紧紧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
境等方面，协助沿河乡党委科学编制了
《城口县沿河乡2017-2019年脱贫攻坚
规划》。

《规划》为沿河乡未来的发展绘就
了蓝图：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强力
推进交通建设、全面保障贫困户住房安
全、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创
新产业扶贫模式，坚持长短结合，构建

“1+2+N”产业格局；积极稳妥推进“三
变”改革，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起

“集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经营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引
进农头企业大力发展大巴山森林人家
康养旅游；组织开展颂党恩、传家训和
评选文明户、脱贫光荣户等活动，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

一场攻城拔寨的三年脱贫攻坚行
动在沿河乡全面打响。

穿山修路
战天斗地也要修通这条路

沿河乡，被群山环抱，是全县最后
一个通公路的乡。交通基础设施滞后，
是沿河乡脱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沿双（沿河-双河）公路在当地可谓
“大名鼎鼎”：一来这条路是沿河乡的出
入主通道。修通后，连接城口至万源快
速通道公路，融入全县交通路网，村民
几十年的出行难题将得到较大改善；二
来为修这条路，当地党委、政府带领村
民战天斗地，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不通路的日子，对沿河乡的老百姓
来说就像在昨天。

沿河乡距城口县城仅40公里，但位
置“掉角”，一条301省道的通乡公路到
沿河乡，便成断头路。

村民们都说，没有路，别说致富，连
生活都难以保障。

修路，是沿河乡村民多年的企盼。
然而，修，施工难度太大；不修，村民需
求太大。

2015年，城口县政府下定决心，从
群众需求出发，想尽千方百计贯通公

路！
大山横亘在眼前，几乎垂直的角度

令人生畏。挖掘机几次险些滚落山坡；
工人腰系绳索在悬崖飘荡；山石不稳定
随时塌方……沿双公路，全长 19.3 公
里，投资2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高达
1000多万元，而一般的村级畅通路每公
里造价在140万至160万之间。

驻乡工作队到沿河乡时，沿双公路
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二期刚入场施工。
那时队员们天天把眼睛“放”在修路资
金的使用上。“我们要求资金使用必须
公示公开，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
上。”任德说。

眼看着通车的时间慢慢接近，意外
却发生了。

2018年10月，沿双公路双河段箭
杆梁隧道附近出现大面积滑坡，大山像
西瓜一样被切了一块下来。“这个地质
灾害不解决好，沿双公路通车无望！”那
时，驻乡工作队副队长杨勋平心里十分
着急，预计今年6月就能通车的沿双公
路，难道要因为滑坡就此搁浅？

“发挥驻乡工作队优势，整合各方
资源，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段时间，
每个队员的手机几乎都不离手，一天几
十个电话，打得耳根发烫。任德说，除
了积极协调有关市级部门，驻乡工作队
还组织城口县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召
开现场会7次，研究解决方案，寻找破解
良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11月，城
口县双河乡打鼓湾滑坡应急抢险治理
工程立项，2019年1月，重庆市二零五
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场。这个推进速
度比寻常快了近5个月。

冬去春来，秦巴山区，即将完工的
箭杆梁隧道横穿大山。打穿这座山，从
前翻山越岭、肩挑背扛的日子，就将成
为历史。

产业致富
花菇“嫁”进大商场，石旮

旯里的“致富经”

路修通，基础设施搭起来是第一
步，要想脱贫增收，还得发展产业。

选什么发展，是产业扶贫的先手
棋，走错一着，满盘皆输。

当驻乡工作队队员、联坪村第一书
记王永超提出发展花菇产业的时候，村
民们纷纷投反对票：之前就养花菇，没
啥利润，前车之鉴不就在眼前吗？

原来，2017年7月，沿河乡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在联坪村发展
花菇，作为持续增收的产业。但由于
村民缺乏花菇专业种植技术，思想上
又重视不够，导致花菇产量不尽如人
意。

“我们村耕地少，发展产业得向空
间借力，花菇繁殖的菌包可以一层一层
地垒，正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何况，
我们村多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

童、老人），发展花菇不需要重劳动力，
大家都可以参与。”面对群众的不理解，
王永超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口说无凭，得让老百姓眼见为实。
2017年11月16日，王永超第一次带着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前往湖北随县殷店
镇“取经”。“随县是中国花菇之乡，考察
回来后大家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联坪村村主任彭远寿在微信群里
说了四个字‘信心百倍’！”

发展的思路明确之后，沿河乡政府
启动扶贫资金，为村民修建食用菌种植
大棚，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联坪村也
成立了3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和1家农业
企业，建起1个半自动化食用菌生产扶
贫车间。

眼看产业渐渐走上正轨，不少贫困
户纷纷入股成为股东，联坪村3组的廖
桂发是其中一个。2018年4月，廖桂发
贷款8万元，联合村里的4户村民成立
花菇种植合作社。当年底，他因为花菇
把贫困户的帽子摘了。

好东西也怕“巷子深”，有了产量，
销售平台还得拓展。今年2月，王永超
带着花菇样品，走进商社集团旗下的新
世纪百货公司采购部衔接花菇的销售
事宜。在多方努力下，2月22日，联坪
村的花菇顺利在新世纪重百各超市上
柜销售。

今年，联坪村布局发展50万袋花
菇，预计年产鲜菇 75万斤，年产值达
400余万元，可为当地群众增加务工收
入100万余元。

庄严承诺
不脱贫，我们决不离开！

4月2日，联坪村105岁的刘立碧老
人在家里烤着火，孙媳妇刘尚香在一旁
的灶台上张罗着午饭。

200 多平方米，9 个房间，沙发、
电视、冰箱、抽油烟机……老人的家
称得上气派，五世同堂也不拥挤。最
抢眼的，是屋梁下悬挂着的一排排老
腊肉，肥瘦均匀，色泽鲜亮。“现在顿
顿都可以吃肉，难得的好日子，婆婆
以前挨饿受冻的日子怕是记不得
了。”刘尚香笑着打趣老人，老人不说
话抿着嘴笑。

2018年至今，沿河乡精准扶贫这份
成绩单很亮眼：163户贫困户687人脱
贫，71个脱贫攻坚规划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164户贫困户易地搬迁654人搬进
新房；50公里通达工程和40公里通畅
工程已完成80%；建设“1+6+X”秦巴韵
生活馆电商服务平台1个，2018年实现
销售额700余万元……

“扶贫要在精准、精细上做文章，下
足绣花功夫。”任德说，目前沿河乡规划
的项目已完成36个，余下的项目正全力
推进。2018年，沿河乡贫困发生率由
13.1%降至4.8%，还有103户393人未
脱贫。

离2019年沿河乡脱贫摘帽的目标
不远了，驻乡工作队队员们却没有松口
气、歇一脚：陈鑫张罗着巴渝民俗的最
后陈设，准备夏天迎客；王永超在探索
电商平台，让花菇卖到更远的地方；张
策澜四处奔波多方协调，为北坡村引入
竹笋加工产业……

最初队员们都是自愿报名从繁华
都市来到偏远山村参与脱贫攻坚战，甚
至驻乡工作时间到了，也选择留在秦巴
山深处继续战斗。但他们需要克服的
困难，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家庭
的照顾、年幼孩子的管教、病弱父母的
呼唤。

战胜贫困、摆脱贫困，关键在人，关
键在干部。“不脱贫，我们决不离开！”队
员们以赤子之心和无私奉献践行党的
庄严承诺。

“我们撸起袖子，我们加油苦干，走
进千家，走进万户，谋划发展，让群众都
致富，冲出千难，我们踏破万险，脱贫攻
坚到沿河小康……”驻乡工作队自己填
词的山歌，久久在耳边回荡。

“不脱贫，我们决不离开”
——秦巴山深处有支驻乡工作队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
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

城口县沿河乡的驻乡工作队队员
们做出了庄严承诺：不脱贫，我们决不

离开！
采访时，沿河乡曾经大面积贫困

的现象已经看不到，现在的沿河乡就
如驻乡工作队副队长杨勋平所说是个
大工地——71个脱贫攻坚规划项目全
部开工建设。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驻乡工作队队
员的汗水和付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在一线，关

键看干部。
扶贫干部要有担当情怀，时刻准

备挑起新时代新使命的千钧重担；扶
贫干部要有实干作风，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步一
个脚印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扶贫
干部要有奉献精神，急难险重任务前，
攻坚克难，以身作则。而这些都在沿
河乡驻乡工作队队员身上得到了生动
印证。

扶贫一线需要更多这样的好干
部，想做事、能做事，扶真贫、真扶贫。
只有这样，才能啃下“硬骨头”，带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扶贫一线需要更多这样的好干部
□周尤

驻乡工作队队员陈鑫（左）、喻竹到村民家中走访。 首席记者 周尤 摄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刘敏）4 月 27 日，南川区举行
政企联动扶贫签约仪式。在政府
牵线搭桥下，红耘电商、石银村镇
银行等企业与贫困户签订了协议，
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助力脱贫
攻坚。

按照协议内容，电商企业承诺以
高于市场10—30%的价格，收购该
区河图镇长坪村贫困户手中的长颗
粒米、土鸡、土鸡蛋、鸭蛋等农产品，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稻田还未插秧就收到了订单和
500元订金，这让长坪村四社贫困户
韦会碧打心底里高兴。“家里种了4
亩地，还把外出打工邻居的3亩田也
种上了稻谷，今年预计可收获稻谷
7000斤以上。”她说，以前家里没劳
动力，稻谷只好请人担到公路边去
卖，价格一般只有1.3元/斤，现在有

电商上门来收购，7000斤稻谷可以
多卖约1500元。

据悉，除了与贫困户签订收购
协议外，电商企业还将在该区6个
中心乡镇建立电商服务站，定点为
群众提供代买代购、收寄包裹等服
务，收购的农产品覆盖全区21个乡
镇、32个行政村，让这些农产品能
通过农村电商卖得远、卖个好价
钱。

在当日的签约仪式上，河图镇
还与国网重庆南川供电公司、建设
银行南川支行、南川石银村镇银行
分别签订协议，该镇将充分整合电
力、金融、电商等行业优势，为贫困
村和贫困户提供安全用电、信息发
布、在线交易、融资贷款、产业发展
等保障，进一步优化农村消费市场
和生活环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下
乡，拉动农村经济增长。

政府搭桥 南川电商“牵手”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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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赴永川区开展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主任接待日活动。 (记者 颜若雯)

●4月28日,副市长李殿勋出席2019中国(重庆)-匈牙利汽车产业创新论
坛。 (记者 张亦筑)

●4月28日,重庆5G业务开通体验仪式在解放碑举行,副市长李殿勋出
席仪式并拨通了重庆第一个5G电话。 (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黄乔)4月28日,
2019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
层行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南政法大学
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出
席,并为普法志愿服务队授旗。他强
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法治需
求为导向,回应和解答人民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推动2019年青年普法
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取得新
成效。

刘强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开展普
法活动,要以需求定主题,聚焦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聚焦全市工作大局。

普法活动要以法治需求为导向,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款、依法治
国理念,让法治精神深入民心。要增
强活动实效,不断丰富载体、创新方
法、扩宽渠道,助力普法基层行活动

“提档升级”。
刘强要求,广大青年志愿者一定

要走进基层,围绕与人民群众利益密
切相关的领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
大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法律
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回应和解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专
业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刘强在2019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启动仪式上指出
以法治需求为导向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专业需求

本报讯 (记者 李幸)4月28日,
全市统一战线“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李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静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统一
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坚持立足
统战为全局的高站位、运用“大统战”
开展工作的大格局、永葆斗争精神的
真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推
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统一战线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李静强调,全市统一战线要解
放思想、统一思想,学习先进、争当
先进,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市委工作要求,用足用活重庆统战
工作“四个好”优势,从严从实践行

“四个作为”“四个当天”“三个一
流”,做到人人担责、人人尽责,凝聚
新共识、集聚新优势、汇聚新力量,
高质量实现重庆统战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会议还表彰了全市统战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李静在全市统一战线“争创一流、走在前列”推进会上指出
高标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高质量做好重庆统战工作

政务简报

战胜贫困、摆脱贫
困，关键在人，关键在
干部。秦巴山深处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赤
子之心和无私奉献践
行党的庄严承诺。

（上接1版）重庆在装备制造、汽车、电
子、大数据、现代服务业、农副产品、
节能环保等领域有优势，青海在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牧
业、文化旅游等方面有潜力。两地产
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期望进
一步深化与重庆的产业合作、能源合
作、文旅合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开创渝
青携手共进、合作发展的新局面。

考察期间，青海省党政代表团来
到弹子石老街、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一带一路”·重庆国际物流枢纽、西
永微电子产业园展厅、两江新区数字
经济产业园、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
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城市建
设管理等情况。

参加活动的还有：青海省领导王
予波、于丛乐、张光荣、王晓勇，重庆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荣、
王赋、段成刚、潘毅琴。

两省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
志参加活动。

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开启新时代渝青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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