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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深入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石柱县中益乡，实地

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

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自2017年8月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来，我市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着力解决深度贫困

地区面临的突出制约问题。两年来，深度贫困乡镇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精神
状态又有了哪些改变？即日起，本报开设“深度贫困乡镇纪行”专栏，为您一一呈现。

开
栏
语

平安乡两年攻克“水贫困”
本报记者 颜安

贫困户廖中平今年57岁，喂了4
头猪，种了十多亩地。这在文昌村的
贫困户中开创了先河——以前，村里
还没有人敢养这么多牲口、种这么多
地。

为啥？水供应不上！
文昌村所在的平安乡，是全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也是奉节县有
名的缺水地区。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
岩溶地貌，且没有明沟，只有暗渠，每
次下雨，“水从渠里走，人在山上愁”，
吃水靠天。每到干旱少雨的季节，来
回穿梭的送水车是村民们最渴望看见
的风景线。

2017年8月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驻村工作队员们跑遍了
全乡各家各户，征集诉求意见，村民们
反映得最多的便是喝水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产之本。
水的问题不解决，谈何“两不愁三保
障”？于是，一场水利扶贫攻坚战在这
里打响。

这场攻坚战并不容易。

为了吃上水，村民曾
用汤勺一勺一勺地舀

因为饮水这件事，廖中平吃过不
少苦。“一般是几十户人共用一个水
塘，排队一勺一勺地舀，先去先舀，晚
了有时就没水了。遇到有人插队，吵
架掴裂（四川方言，指有矛盾）的事不
少。”

“你觉得用来舀水的勺子会是什
么勺子？”廖中平向重庆日报记者卖了
个关子，“不是水缸里那种，是喝汤那
种，舀一挑水要20分钟。”

这种情形还不是最坏的。
集体水塘虽然水质不行，但好歹

离家近。如果遇到天干，廖中平就必
须到10公里外的梅溪河挑水，一来一
回，半天时间没了，哪还有精力发展生
产？

65岁的杨胜明是较早搬到平安
乡场镇上来住的村民之一，吃水情况
稍微好一些，早在10年前就依靠集镇
供水用上了自来水，但他依然常常为
吃水而犯愁。

“自来水不稳定，有一茬没一茬
的，一年里大概有半年都在停水，还是
只能去排队打水。”老杨说，而且这自
来水并不干净，混浊，有腥味，只能一
遍又一遍地烧。

说起吃水，在平安乡驻村一年多
的市政府干部龚平也是“摇脑壳”：“说
实话，刚到村里来，一口水也喝不下
去，水有味、不干净。”

每年冬月至第二年的春天，是平
安乡最干旱的时候，不少村民得依靠
送水才能渡过难关。尤其是梅溪河对
岸的桃树、长坪、向子三个村，由于交
通阻隔，送水车要借道巫溪县文峰镇

和云阳县上坝乡才能抵达，吃水极为
不易。

“我们这几个村，大多数人家屋
顶都有好几个大缸，就是等雨来的时
候好装水。还有的人，干脆在屋顶用
砖头砌了个蓄水池，铺上塑料膜，能
多装一点是一点。”向子村村民夏寿
庭说。

尽管缺水，但有的时候，水又会给
乡里带来灾害。由于平安乡的地下是
暗河，所以一旦连续暴雨，水位就会猛
涨，造成洪灾。2014年8月31日，持
续暴雨让平安乡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洪
灾，水淹没到了乡政府的二楼，3天后
才退去。

所以，村民们要求政府解决“水贫
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天上接、河里抽、地
下钻、专车送”，誓让群众
用上放心水

缺水，既制约了平安乡经济的发
展，又造成了环境的退化，是平安乡攻
坚深度贫困要解决的首要“拦路虎”。

如何攻克？
“考虑到我们现有的条件，单一的

法子肯定不能覆盖所有村民，我们把
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最终定下了
以建设集中供水工程为主，分散式供
水工程为辅的思路，大力推进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解决‘季节性缺水’、‘工
程性缺水’、‘季节性洪涝’的窘境。”平
安乡副乡长朱清平说。

首先是修建水池蓄水。两年来，

平安乡建成集中式供水工程70处、分
散式供水工程34处，实现全乡饮水工
程项目全覆盖和农户饮水管网“户户
通”，解决了1.39万人口饮水问题。

其次，从河里抽水。该乡投资
421万元，建设了日提水量1000立方
米的关门山应急提水工程，采取两级
泵站提升，通过落差近400米、总长
5.1公里的管道，将关门山脚下梅溪河
水抽至集镇水厂，让原本日供水量只
有300立方米的硝洞水厂扩容到了
1000立方米，可稳定解决海拔900米
以下地区居民用水难题。

第三是钻探地下水。“我们请来了
南江地质队，通过钻井130-180米提
取深层地下水源的方式解决应急水
源，目前已钻井6口，其中两口井已投
入使用，日出水量超过580立方米，可
解决天台、射淌、双店、平安社区及场
镇等区域枯水期应急供水问题。”朱清
平说。

此外，平安乡还完成旧病塘整治
工程23处、农业产业抗旱池38处，保
障了全乡52家企业及专业合作社的
农业灌溉用水。对高海拔及偏远地区
的“吊角”户，则在枯水期安排专车送
水。

种种措施，让平安乡两万多人的
饮水问题得以解决。如今，水龙头一
拧，自来水哗哗直流，一天都不间断，
而且水量大、水质好，村民们喜上眉
梢。

至于防洪问题，乡里也有考虑。
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平安乡看
见，4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池正在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防洪池通过涵洞与沟
渠相连，平时可蓄水，暴雨时可泄洪，
起到调节作用。

“谁受益、谁负责”，
池长们把水管起来

自来水有了，但如何管起来，在农
村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村民在自己方便的地方接
一根水管，就拿去浇地了。我们说他

‘偷水’，他还不承认。”说起这件事，朱
清平有些哭笑不得，“还有的村民，觉
得这些管子都是政府出钱修的，自己
只管用就是了，坏了也与自己没关
系。”

平安乡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
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办法，提高大

家的主人翁意识。
具体操作是，在每个集中和分散

供水的水池受益户中，让群众公开推
选出一名“池长”，让“池长”们来落实
管护问题。

天台村72岁的张兴广就是被42
户村民选出来的一名“池长”，负责库
容量1000立方米的龙洞水池的监督
管理。

“每个礼拜，我至少要去查看4
次。”他伸出一只手给记者比划了一
下，“不下雨的时候要去，一般是清理
树叶之类的漂浮物，下雨的时候更要
去，确保雨水都流进了水池，能蓄满
水。每隔3个月，我们还要把水全放
了，然后把里面的淤泥清理掉，有必要
时还要消毒。”

这么多工作，显然不是张兴广一

个老人家做得过来的，于是他请了两
个帮手，负责维修水管之类的事，严防

“跑、冒、漏、滴”。张兴广自己则挨家
挨户收水费，每个月用水5吨以上的
农户，每吨收3元，5吨以下的，每吨收
两元，收来的钱用于水管维修等材料
支出。“今年雨水多，水池差不多蓄满
了，足够42户人用4个月。”张兴广说。

“有了水，平安乡就活了！”朱清平
说，如今平安乡发展起了以高山蔬菜、
豆腐柴、中药材、脆李为主的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村民们的腰包也逐渐鼓了
起来。

“以前有客人来，我都不好意思请
人家喝水。”张兴广一边张罗着给记者
倒茶水，一边高兴地说，“村里有了水，
马上还要再修路、建房。过两年，你们
一定要再来看看我们这的新面貌。”

在贫困成因里，有一种贫困往往
被忽略，那就是“水贫困”。

人可数天无食，不可一日无水。
虽然“水贫困”看似不起眼，不像经济
贫困那样吸引大众的目光，但水和群
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事关群众的
生活生产，因此绝不能让“水贫困”成

为脱贫攻坚战中被遗忘的角落。
目前，我市脱贫攻坚已取得阶段

性进展，但“水贫困”依然是群众脱贫
增收的一大掣肘。一份数据显示，中
国人均水资源量为 2074.5 立方米，是
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而重庆人均水资源量也只有2142.9立
方米，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多为喀斯特岩溶地貌，蓄水
十分困难，“地下水长流，地上渴死
牛”，所以我们更应该将把解决“水贫

困”摆在重要位置。
在今年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安排

里，市委市政府特地提出，要保障贫困
户的饮水安全，大力实施贫困地区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使全市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 85%，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78%，确保所有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希望通过这样的扎实工作，尽早
让贫困人口全覆盖吃上安全水，让他
们可以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早
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把解决“水贫困”摆在重要位置

记者手记

◀为了防止暴雨洪灾，平安乡4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池正
在抓紧施工。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颜安摄）

▲通过天上接、河里抽、地下钻、专车送，平安乡村民的饮
水得到了保障。水龙头一拧，自来水就哗哗流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钟
婷婷）7月24日，一趟中欧班列（重庆）缓
缓驶出团结村站。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
这列满载笔记本电脑、机械、汽配等各式货
物的列车，将驶过11000多公里，最终到
达德国。

距离2011年1月28日首趟中欧班列
（重庆）的开行已过去8年多。8年来，中欧
班列（重庆）已发展到20条，辐射亚欧11
个国家和3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3891班，
货值超过2000亿元。随着“一带一路”“陆
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进，中欧班
列（重庆）成为重庆市贯彻落实“两点”“两
地”的重要举措，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抓手以及深化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
的重要平台。

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重庆）运载的高
价值商品，也让不法分子眼红。2018年，
中欧班列（重庆）停靠在德国杜伊斯堡场站
时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利用班

列停靠场站整备期间，用高科技手段破开
了集装箱门实施盗窃。如果班列安全无法
得到保障，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重庆
市公安局在公安部的指导下与德国警方取
得联系，协调德国警方协助破案。

在公安部指导下，重庆市公安局还联
合班列沿线各国警务部门，通过高层会商、
警务协作和执法能力建设，全面加强班列
安全保障执法合作。与渝新欧（重庆）物流
有限公司积极沟通，在中欧班列（重庆）始
发站团结村站建立警务联勤联动指挥部。
指挥部开发建设GPS在途班列监控系统，
使班列运行全程可视化，保障中欧班列（重
庆）在团结村站场站停靠安全。此外，还指
挥中欧班列（重庆）和陆海新通道班列在重
庆铁路公安处管内襄渝铁路、渝怀铁路运
行安全，指导企业加强集装箱安全防护等
工作，进一步提升了中欧班列（重庆）安防
能力，切实保障了“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
物流安全。

重庆公安积极行动

保障中欧班列（重庆）运输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钟婷婷）7月 24日上午，市民
张先生在渝北区汽博中心某汽车
4S店喜提爱车后，到附近的广汇重
庆中汽西南车驾管服务站办理号
牌，仅2个小时，就完成选号、上牌
等一系列流程，实现车牌现场制作、
立等可取。

张先生享受的选号、制牌“一站
式”便捷服务，正是得益于市公安局

服务民营经济，与企业共建车驾管
服务站的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重庆地区
汽车销售业务的迅速增长，客户需
求也不断提高，汽车销售企业需要
为客户提供办理新车临时牌照、新
车上户、二手车过户等一系列增值
服务。如何高效地为客户提供优质
服务、满足客户多元需求，成了汽车
经销商的迫切需要。

2017 年，《重庆市公安局服
务民营经济 30 条》出台后，市公
安局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服务
力度，公安交管部门主动深入企
业，调研企业需求、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
难和问题，切实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

市公安局了解到重庆中汽西南

汽车有限公司有为客户提供更好车
辆服务的需求，创新推出车驾管社
会服务站这一便民惠企举措。据介
绍，车驾管社会服务站能够综合办
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抵押
登记、驾驶证和机动车牌证补换、六
年免检、临时号牌核发、违法处理等
18类35项交管业务。

广汇重庆中汽西南车驾管服
务站实现了市民4S店看车、购车、
缴税、上户一站式综合服务，可以
让客户购车后两小时内拿到汽车
牌照，大大节约客户因为上户、缴
税而多次往返的时间。自助服务
区自开设以来，已办理业务5万余
笔，为群众提供了便捷，也为企业
提升了美誉度，政企合作共同推进
了民生服务。

类似服务民营经济的事例还

有很多。市公安局在与重庆市总
商会五金机电商会交流中了解到，
自重庆主城实行货车分时段限行
以来，五金机电商会一些会员企业
在涉及到装卸运输时，只能在夜间
或者凌晨进行。货物到达目的地
之后，绝大部分生产经营企业已经
下班，无法进行装卸交接，影响了
企业的正常经营，也增加了企业的
运输成本。

了解情况后，市公安局及时与
市工商联以及五金机电商会沟通，
积极协调解决问题，从服务民营经
济发展、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角度，
为五金机电商会需求最迫切、受影
响最大的10家企业办理了货车通
行证，有力地保障了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受到了民营企业家的高
度赞扬。

市公安局服务民营经济推出系列措施惠企利民

新车选号制牌两小时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