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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援建
绘就改善移民生活的幸福图景

白墙青瓦的农家新居，平坦整洁的
乡村道路，宽敞现代的小区广场……走
进巫溪县花台乡花台村，一幅“望山、见
水、忆乡愁”的美丽乡村图景呈现在眼
前。

时下正值柚子、成熟的季节，村民谭
毓林正在自家的农家乐忙着接待前来村
里采摘水果的游客。“感谢吉林省为我们
村里修建了鲤鱼山人行吊桥，不仅解决
了大家的出行，产业发展起来了，还带来
外面的游客，大伙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谭毓林感慨地说。

2017年，吉林省投资110万元在花
台村修建鲤鱼山人行吊桥，今年5月，这
座全长280米的钢结构吊桥建成投用，
在方便两岸70余户群众出行的同时，也
为村里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注入新动
力。

“花台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吉林人
民的鼎力相助，现在花台乡的发展势头
越来越好，干部群众的信心越来越足！”
花台乡党委书记张玉权动情地说，正是
吉林省的真情帮扶，使花台乡移民生产
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花台乡是巫溪县唯一的三峡库区移
民乡镇，在对口支援初期，辖区交通条件
薄弱、移民出行困难，生活环境艰苦，经

济发展落后。吉林省心系巫溪移民，按
照“搬得出、安得稳、能致富”的原则，先
后投入1700余万元，帮助花台乡改善移
民基础设施。

悠悠万事民为先。在对口支援工作
中，吉林省支援花台乡改造、新建移民公
路70公里；修建蓄水池3000立方米、沼
气池2000立方米，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230台、援建“吉林街”、改造农贸综合市
场，新建吉援康乐中心、建成移民小区广
场等，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民生项目让巫
溪人民真切感受到吉林人民的深情厚
谊，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授人以渔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铺就致富路

立冬已过，正值农闲时节，而巫溪县
塘坊镇梓树村村民欧世普正在地里忙活
着采收二季马铃薯。“我种了一辈子洋
芋，以前守着它过着苦日子，谁想到现在
还靠它脱贫致富过上了甜生活呢！”欧世
普笑逐颜开地盘起今年的丰收账，由巫
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免费提
供脱毒种薯和收购商品薯，今年他种植
的12亩马铃薯，产量4万多斤，收入近3
万元。

吉林省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
合，助推巫溪马铃薯产业发展，投入215
万元与巫溪县农委合作研究开发脱毒马
铃薯种植培育。“吉林不仅投入资金，还
带来了马铃薯先进管理、繁育推广经验，
让巫溪‘小土豆’引出‘大产业’，开创了
一条脱贫致富的‘薯光’大道。”巫溪县薯
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脱毒种薯的使用，结合地膜覆
盖、配方施肥、晚疫病统防统治等技术为
马铃薯提质增产，使亩产提高20%以
上。

如今，在巫溪，马铃薯常年种植有
50多万亩，同欧世普一样，全县有8万余
户农户种植马铃薯，从精准扶贫战略实
施以来，累计有1.2万贫困户通过种植马
铃薯实现脱贫，户均增收3000元。马铃
薯产业已成为巫溪名副其实的“脱贫薯”

“致富薯”，“巫溪洋芋”的品牌效应正不
断扩大。

产业兴，人心定。着眼于激发和培
育内生动力，吉林省因地制宜注重发展
优势产业，在马铃薯产业、畜牧养殖深加
工、名优特产打造等方面为巫溪提供全
力援助。

其中，吉林省在花台乡建成300亩
移民农业生态观光园和标准化琯溪蜜柚

果园，帮助搬迁移民安稳致富；累计支持
巫溪310万元扶持生态养殖，带动农户
增收致富；2019年投入370万元，支持4
个乡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建设“扶贫农
庄”，为巫溪县2019年脱贫摘帽注入新
动力；自2006年以来，先后支持650余
万元，帮助巫溪县红池腊鲜食品有限公
司、万统野生菌等多家企业开发特色产
品，获得多项农特产品认证。

强筋壮骨
在生态底色上实现绿色崛起

良好的生态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
是巫溪的魅力所在，也是巫溪最大的优
势、品牌和财富，“巫咸古国心旅巫溪”让
无数游客心驰神往，吸引着他们慕名而
来。

“每次去到红池坝景区都能收获不
同的美景，巫溪之旅已成为我旅行中最
珍贵的回忆。”今年国庆小长假期间，江
苏游客许丽再一次来到红池坝，旅游基
础设施的不断丰富完善，让他感叹于景
区的变化，有了更完美的游览体验。

“得益于吉林省对巫溪旅游的大力
援助，整个红池坝景区基础设施全面提
档升级，旅游项目不断丰富完善，来这里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巫溪县红池坝景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2010年
前，红池坝景区还未旅游开发，吉林省就
引进发展了西洋参种植和梅花鹿养殖项
目。旅游开发后，2014年，吉林省支持
100万元，建设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瀛
台汽车露营基地项目；2016年投入180
万元，支持红池坝景区“杜鹃花海游步
道”和森林旅游步道基础设施建设，分别
为景区创建国家4A级、5A级景区助力
升位。

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在
对口支援工作中，吉林省高度关注和积
极支持巫溪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多次
组织专家赴巫溪调研，帮助策划旅游项
目，投入资金积极支持巫溪旅游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

此外，以援建项目为抓手，吉林省推
动巫溪县旅游文化产业合理选择发展路
径并实现科学布局，打造红池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壮大乡村文化旅游
产业，大力发展农家乐、生态农庄、特色
果园、果蔬采摘等扶贫开发项目，创建当
地特色服务品牌，树立起了良好的客户
体验和群众口碑。

对口支援，写就吉林大爱。巫溪正
努力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协同推
进，让城乡因生态而美，群众因生态而
富，写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巫
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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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巫溪 携手共进
——吉林省深化多领域对口支援巫溪结硕果

巫溪县与吉林省，东
西遥望，两地相距2000 多
公里，但时空距离并没有
阻隔两地的深情厚谊。

1992年，吉林省委、省
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
务院号召，情系库区，心系
巫溪，扛起对口支援的政
治责任，援建步履不停。
自对口支援工作启动以
来，吉林省将地区优势与
巫溪需求相融合，突出重
点、找准定位、体现特色、
精准发力，从项目建设、产
业帮扶、生态旅游等多领
域给予巫溪全方位、大力
度、深层次的援助。27 年
来，吉林对口支援之花结
出硕果累累，如今的巫溪，
人民安居乐业，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

勤劳朴实的巫溪人民
正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谱写一曲加快脱贫奔小康
的华美乐章。

自1992年以来，吉林省累计无偿援
助巫溪县项目共177个。

累计支援巫溪资金及实物量 6900
余万元，其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2500
万元，农特产业发展3000万元，生态旅
游发展900万元，智力帮扶450万元，捐
赠各种车辆30余台。

举办移民致富带头人和移民干部培
训班 15班次，共培训 550人，交流培训
干部32人，挂职锻炼领导干部7人。

巫溪马铃薯脱毒基地

吉林省援建的峰灵希望小学

一种使命，一份担当。从1993年
对口支援奉节县以来，辽宁省急奉节
之所急、想奉节之所想、解奉节之所
困，累计安排援助资金3.73亿元，组织
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产业发展、
服务于就业、干部人才培训等项目
119个，为奉节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央要求、契合奉
节实际、具有辽宁特色的对口支援新
路子。

如今，辽宁省对口支援工作已在
奉节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集中式”项目安排
发挥援助资金综合效益

奉节县草堂镇柑子社区6组，辽
宁省投资2000万元援建的草堂社会
福利院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将安
放 280张床位，供养贫困失能人员
280人，释放贫困家庭劳动力400余
人，帮助贫困家庭增收1000万元。

草堂社会福利院“供养失能、释放
有能”的帮扶模式被国家民政部和残
联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奉节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辽宁省整合
2018—2020年3年援助资金8400万
元，重点安排移民小区综合治理、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和人才培训三大类项
目，“集中式”项目安排发挥援助资金
综合效益。

27年来，辽宁省累计援助资金
3.73亿元，支持重要项目119个，帮扶
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发挥明显，撬
动了大量地方资金和群众自筹资金
参与项目建设，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全
面改善。

今年，辽宁省支持资金2800万
元，按照“援建资金80%以上用于改
善民生、80%以上用于基层”的要求，
加快实施10个民生工程。

“造血式”精准帮扶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6年 3月30日，辽宁省为对
口支援奉节县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促

成落户奉节的重庆夔江红豆杉制药
有限公司（下称“夔江红豆杉”）在奉
节县移民生态产业园揭牌。

夔江红豆杉负责人介绍，红豆杉
植物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之一，从
根、茎、叶、果中提出的紫杉醇的价值
比黄金还贵，紫杉醇烷类药物是世界
公认的广谱特效抗癌药和治疗糖尿
病的特效药。该公司投入7810万元
创建紫杉醇、红杉醇加工厂。截至目
前，奉节县7个乡镇共种植红豆杉达
5万亩，工厂年产值6000万元左右，
带动600余名群众就业脱贫。

“产业帮扶焕发生机。”奉节县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两地携手挖
掘援受双方资源禀赋，积极探索推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促
成了一批企业在奉节落地发展。

2018年9月，辽宁省成功引导四川
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奉节县成功
投资9.6亿元，实施50万头生猪养殖生
态循环农业项目，惠及当地群众5000
余人，实现人均年增收1500余元。

“立体式”人才培训
持续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今年7月1日，来自奉节县的41名

骨干教师在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开始了
为期15天的培训学习。数天后，同样
在这所学校，奉节县住建委相关科室和
全县乡镇（街道）建管办负责人共40人
也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专题培训。

“创新开展‘立体式’人才培训，持
续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奉节县相关负
责人介绍，辽宁省坚持扶智扶志与扶
贫相结合，2010年以来，创新开展教
育联盟、校企联合、产教融合、资源共
享的教学模式，使5000余名党政基层
干部和教育、医疗卫生、农技、招商引
资、城镇管理等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农
村致富带头人和劳动能手等赴辽宁考
察学习。

27年来，辽宁安排奉节县300名
电子商务、美丽乡村“巾帼创业能手”
和医疗、教育骨干人才等赴辽宁培
训；在移民技能提升、产业扶持、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专门安排资
金用于培训工作，每年有2000人通
过培训掌握劳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致富。今年，辽宁省切块培训资金
400万元，为奉节县精心组织10个班
次400人。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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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草堂社会福利院局部鸟瞰图

武隆，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
之秀，乌江画廊之幽，是全国少有的同
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块
金字招牌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武隆区委、区政府积极探
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
效路径，实现了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
量发展。

“今日武隆的日新月异，离不开上
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更离不开江
西、云南两省的鼎力支持。”武隆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自1992年以来，江
西、云南两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
的“国家扶持、政策优惠、各方支援、自
力更生”的三峡移民工作方针，把“对
口支援”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有效
推进了武隆公益事业发展，改善了移
民生活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

1992年至2018年间，两省无偿
援助资金3716万元、援建60多个基
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培训各类人员
2300人次。

科学规划，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按照国务院三峡办的要求，武隆
区与江西省对口支援单位通过认真调
研，先后编制了《江西省援建武隆县项
目投资四年规划（2009—2012年）》
《武隆县承接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
重庆库区武隆县移民工作五年规划
（2008—2012年）规划》《三峡库区对
口支援合作规划纲要（2013—2020
年）》和《武隆县承接江西省云南省对
口 支 援 三 峡 库 区 合 作 实 施 规 划
（2015—2020年）》，有序推进了年度
对口支援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武隆区积极作为，落实
专人、专项加强资金管理，制定了对口
支援资金管理办法，建立了对口支援
资金专账，落实专人管理；同时严格把
关对口支援资金申报及拨付使用程
序。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对口支援资
金到位后，武隆区及时下达到对应项
目业主，并督促业主尽早开工建设，缩
短建设周期；工期结束后，武隆区第一
时间组织有关单位对已完工项目开展

竣工验收，敦促其早日投入使用，服务
于民。

措施有力，基础设施全面改善

武隆区实验小学书法室，翰墨飘
香，豪素铺展。这座由江西、云南共同
援助的书法室，成为了学校2000多名
少年的书法传习场所。

20多年来，江西、云南两省就是
这样，润物无声地积极帮扶、无偿援助
建设着武隆。

据介绍，1992年至2018年间，江
西、云南两省为武隆援建了60多个基
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包括医疗卫生、教
育、养老、移民小区、移民乡镇农村公
路、农村文化阵地等。其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46个，公益设施项目31个，
使武隆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共服务水平
显著提高，生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了全面改善。

为了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提高库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武
隆按照对口支援资金用于移民小区综
合帮扶不少于援助资金50%的规定，
重点对移民乡镇予以倾斜。

比如以完善移民村基础设施为重
点，充分利用江西省无偿支援资金，集

中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设施
建设，现已实施项目30余个，努力解
决了群众的出行难、饮水难等问题。

芙蓉街道的黄荆村、中兴村和凤
山街道的城东村的30公里移民畅通
工程，受益群众达3000余人，有效解
决了当地农产品的运输和人员出行难
题。

精准帮扶，助推农户致富增收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
时，两省还大力支持引导武隆产业发
展，促进库区产业升级。

20多年间，武隆区结合当地实
际，对移民村实施了蔬菜种植示范基
地、农田标准化建设工程和农村人饮
项目建设，有效地带动了专业合社、大
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发展，也带
动了周边贫困农户产业致富增收。

同时，还利用无偿援助资金，推广
以“造就致富条件、培训致富技能”为
主的帮扶模式，先后对1600余名移民
开展了实用技术培训，1300余名富余
劳动力掌握了一门技能并实现了就
业。

刘钦 刘茂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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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发展梦想 同绘山水画卷
江西、云南两省对口支援武隆见成效

云南、江西援建的武隆实验小学书法室

践行使命担当 注入发展动能
辽宁省对口支援奉节成果显著

帮扶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