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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变重庆之变··扶贫扶贫

找准“穷根”精准施策 汇聚起脱贫攻坚磅礴力量

重庆扶贫重庆扶贫··决胜阶段决胜阶段大事记大事记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扶贫开发以来，我市

的扶贫攻坚经历了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思
路之变。

直辖之初，我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366
万——也就是说，平均每8个重庆人，就有一个贫
困群众。

针对这一情况，重庆制定并组织实施《重庆
“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从1996年起
到2000年底，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市农村366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越温达标’这个目标就是那时提出来的。”
时任市扶贫办主任莫官元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里，粗放式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显示：
2000年底，全市18个贫困区县整体越温达标；一
年后，全市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109万，贫困区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475元，比直辖前增长
87.9%。

然而，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再用“手榴
弹炸跳蚤”式的老办法，无疑是行不通的。

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贫困治理的指导
性思想，我市的扶贫开发政策也不断向贫困地区
和贫困群众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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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八百里的武陵山，是渝

东南区县与外界交流的屏障。2018年，家门口新
修通的一条柏油路，让石柱石家乡石龙村村民谭
春雨找到了商机，她开办的农家乐很快便迎来了
游客，“遇上节假日，一天就有几千元营业额。”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本、生态之基。日前，
重庆日报记者在奉节县平安乡向子村村民夏寿庭
家采访看到，屋顶的大水缸长满了青苔，看上去已
废弃了很久。“为啥？现在自来水通到了家里，当
然不需要再去接雨水了。”说起吃水，他的笑容绽
放开了。

找准“穷根”，精准施策。一项项措施，汇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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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之变
从“大水漫灌”到“精确滴灌”

我今年35岁。小时候，我家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家
庭条件差，兄弟姐妹多，我勉强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干了几年农活后，我跟着村里人去了广东，但由于文
化程度低，干的尽是脏活累活，还挣不到多少钱。在广东
打工时，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贫困始终如影随形，怎
么也摆脱不了。

2010年2月，大儿子出生，本该是一件喜事，但没想到
儿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唇腭裂。为了给儿子做手术，我们
不得不一家家借钱，一趟趟跑重庆。

祸不单行。2011年初，还在为儿子手术奔忙时，我却
常常感觉腰背部疼痛，有时连路都走不稳，这是我15岁那
年做农活时摔跤落下的病根。经检查，被确诊为因腰椎结
核导致椎体骨质破坏，必须得住院治疗。

在妻子的鼓励和精心照料下，半年后，我和儿子终于
走出了医院，但家里已经债台高筑，欠债达到20多万元。
20多万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偏远农村家庭来说，简直就

是个天文数字。
前几年，我家被确定为贫困户，成了首批获得大病医

疗救助对象，还多次免费参加镇、村举办的各类技术培训，
我心里也成天想着找门路创业。看着农村摩托车越来越
多，我便借钱开了一家摩托车维修店。为了早点过上好日
子，我起早贪黑地工作，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态度，基
本能养家糊口了。

2017年初，听说本镇白坪村有个100多亩的葡萄园转
让，需要转让费20万元、每年土地租金6万元。我觉得这
是个很好的机遇，但又没有本钱。关键时刻，镇村干部伸
出了援手，为我申请到政府贴息的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
并在亲戚、朋友支持下，接手了这个葡萄园，取名“紫珍珠
葡萄园”。

从此，我们夫妻俩便一头扎进这个葡萄园，为了节省
工钱，我们俩没日没夜地除草、整地、浇水、培土，手上打满
了血泡，最后变成了老茧。为了种植出绿色无公害葡萄，

我们从不使用农药和化肥，从周边几十里远的养殖场买来
农家肥，经发酵后再施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年夏天，看着一串串晶莹剔透
的葡萄挂上枝头，我们一家人喜上眉梢，看到了生活的阳
光。今年由于大多都是刚挂果，葡萄产量还不高，总共销
售近万斤，产值6万多元。但过两年进入丰产期后预计亩
产可达5000斤，总产值可达200万元，我的欠债便不是问
题了。

收入在一天天增加，债务在一点点减少。为了给家人
一个像样的家，我又借了些钱，在公路边建起了一楼一底
的房子，一家人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住处。

如今，我们的安静村也变得热闹起来，市县扶贫工作
队进了村，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自来水接到了灶台上，
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小轿车也进了农家，老百姓都有了
医保……党的政策真是太好了，我很庆幸赶上了这个好
时代。

党的政策真是好，很庆幸赶上好时代
讲述人：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村民 刘敬春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方向。
在贫困人口基数较大的上个世纪，输血式扶

贫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
方式：一方面，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欠账较大，迫切
需要大量的固定投资，用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
造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温饱还没达标的阶
段，许多贫困人口也需要救济式的输血，实现“越
温达标”。

“但输血式扶贫也容易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年
年扶贫年年贫，比如贫困户精神上的‘依赖’思想
等。”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贵忠说。正因为
如此，在经过了这一历史阶段后，我市大力推动输
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产业是脱贫的基础，我市因地制宜地在贫困

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打好脱贫攻坚的“第一硬
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在贫困地区着
力实施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农产品
加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五大产业扶贫行
动”，推动柑橘、生态鱼、草食牲畜等重点特色产业
加速布局。

今年42岁的王齐举家住巫溪县红池坝镇铁
岭村，当地山高坡陡，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但大山
既是险阻，也是财富。2017年，在村干部的动员
下，王齐举利用大山资源逐步养起了60头山羊、
14头黄牛，种了20亩独活、7亩云木香。前年底，
王齐举家年收入突破10万元，顺利脱贫。

为了让产业扶贫的效果更好，一系列配套政
策随之出台。譬如说，我市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库区行”“渝东南精准
扶贫行”等活动，让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同时，制定出台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指导意见
和实施方案，积极构建完善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

又如，为了克服扶贫资金平均分配、简单给钱
给物、直接补贴业主等短板，我市积极探索将财政
扶贫资金的补助改为奖励、贷款、借款、股份、酬
劳等，以此丰富扶贫资金精准的到户方式，放大财
政资金杠杆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此外，为贫困群众量身定制“5万元以下，3年
以内”的扶贫小额信贷产品，近两年来已累计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59.2亿元，支持13.93万贫困户发展
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增强了脱贫内生动力。

方式之变
从输血式到造血式

在脱贫攻坚的历程中，扶贫主导力量也悄然
发生着变化。

“过去，国家一穷二白，唯有政府利用有限的
资源进行扶贫济困。”刘贵忠说。改革开放后，生
产力不断解放，一部分地区和个体先富起来，让扶
贫有了更多有生力量。

正因为如此，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后，十九大
报告对脱贫攻坚提出了新要求：既强调大扶贫格
局，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一言以蔽之，脱贫攻坚，要举全社会之力。我
市坚持政府主导、部门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努
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的大扶贫格局。

以政府为主导的专项扶贫，是扶贫开发的组

织者和实施者，在大扶贫格局中起着中流砥柱的
作用。我市坚持将新增财力的75%以上用于区县
和基层，并重点向贫困区县倾斜，优先保障脱贫攻
坚资金需求。数据显示，3年来，我市贫困区县整
合资金334.1亿元，其中2016年91.6亿元、2017
年107.8亿元、2018年134.7亿元，投入逐年加大，
有力地保障了贫困区县脱贫攻坚。

行业扶贫关系着老百姓的住房、交通、医疗、
教育等民生事宜，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工程。以就
业扶贫为例，2018年，市就业部门开展贫困劳动力
就业信息全面摸排调查，加强供需精准对接，累计
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31万余个，开发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1.7万人，全年帮助未脱贫的贫困人
员就业4.2万人。

而主体多元化、举措丰富化的社会扶贫，则是
三个主体中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部分。去年5月
以来，受济南市卫健委指派，王锡、马建华、谭镇岳
等三名医疗专家挂职武隆区中医院开展健康扶贫
工作，先后在当地开设艾灸特色门诊、针灸康复科
等，让偏远山区的村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服
务，老百姓们纷纷点赞：“能人来了，脱贫快了。”

这是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扶贫网
络：从水利部、中央外办等中央国家机关到山东
省14个地级市，从我市经济发展强区到数百家企
事业单位组成的18个市级扶贫集团，均在为贫困
区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形
成了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生
动局面。

力量之变
从政府主导到“三位一体”

重庆重庆扶贫扶贫··““数数””说说重庆重庆扶贫扶贫··口述口述

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2018年全国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1.7%。

同期，尤其是重庆直辖后，重庆贫困人口数据也直线下降，366万、202万、165.9万、22.5万、13.9万……
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彰显出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进展。

今年4月15日至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考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重庆脱贫攻坚和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全市上下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压实责任抓落实，更加扎实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
大地上。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颜安采写，本版图片、资料、数据除署名外
均由市扶贫办提供）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我
市脱贫攻坚的重心也在不断转移。

用刘贵忠的话来说就是，“过去我们的基本特
点为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如今情况
有了变化，随着全市贫困人口减至13.9万人，意味
着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进展，重点也要有所转移。”

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从“打赢”到“打好”的一字之差，传递
出我国脱贫攻坚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以前主要的精力放在能不能完成、怎么完
成，如何保持工作的力度和进度上，现在不仅要完
成，而且要做好。”刘贵忠坦言。

做好，意味着对象要精准，方法要精准，成效

也要精准。
“我们要再次摸清当前贫困人口实际情况，家

庭人口、收入、住房、劳动力等，并根据情况建立或
更新贫困人口档案，将已经脱贫的对象及时退出，
应该扶持的对象及时纳入，增强扶贫资金和项目
的针对性，坚决防止‘该扶而未扶贫，不该扶却一
涌而上’的问题发生。”

如何摸清？“看房、看粮，看劳力强不强、还有
没有读书郎”“一对信息二算账，三看帮扶措施当
不当”“一看衣二看被，三看是否有衣柜”……

方法精准，则是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在政策
上加以引导，加强教育培训，引导思想观念转变，
提高贫困人口的技能和脱贫能力。以深度贫困乡

镇为例，一方面通过创办扶贫车间和开发公益性
岗位，18个深度贫困乡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952元；另一方面通过基本医保、控辍保学、易地
扶贫搬迁等让贫困群众的“三保障”政策落实到
位，99.9%的贫困家庭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成效精准，则意味着不仅是数据上的脱贫，更
要通过“临界非贫困村”、边缘人口精准识别和帮
扶等工作机制的探索和实施，为长久持续脱贫奠
定基础。

全面小康路上，不掉一户，不落一人！这是掷
地有声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将持续发力，绝
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让全市
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重心之变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市就业部门开展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全面摸排调查

加强供需精准对接

累计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31万余个

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1.7万人

全年帮助未脱贫的贫困人员就业4.2万人

2017年8月
我市按照“三高、一低、三差、三重”标准，识

别出4个深度贫困县和18个深度贫困乡镇。

2017年11月
万州、黔江、武隆、丰都、秀山5个区县退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8年8月
开州区、云阳县、巫山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2018年10月
中央第四巡视组对重庆市开展了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

2018年底
我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7%。

2019年3月
我市决定向贫困村新选派290名第一书记。

至此，市属单位选派的第一书记达到了443名。

2019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赴重庆考察，主持召开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

2019年4月
奉节、石柱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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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太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武隆区举办养蜂技术现场培训活动。

◀黔江区五里乡羊肚菌种植基地，村民在晾晒羊肚菌。
特约摄影 杨敏

▲梁平区云龙镇三清村，村民在蔬菜基地采摘南瓜。
特约摄影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