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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 以脱贫攻坚成效检验主题教育实效

精准整改 破解贫困群众急难愁盼

在深入调研的同时，丰都县
坚持边检视边整改，拿出破解难
题的实招硬招，把工作上、作风上
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出来，把“改”
字贯穿始终，在“改”中彰显担当
作为。

据了解，聚焦群众关注的急
难愁盼问题，丰都相继开展了8
个方面的专项整治。

这其中，聚焦脱贫攻坚，破解
贫困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无疑
是重中之重。

丰都县高家镇建国村位于武
陵山片区方斗山深处，在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
村民们对改善人居环境、健康文
化活动等诉求日益强烈。

如何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引
导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彻底改
变村里的贫困面貌？村党委结合
主题教育，创新开展了“一讲双带
三促活动”，推动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走出了一条以党建
引领脱贫攻坚、乡村治理的新路
子。

“一讲”，就是第一时间把党
的声音讲到群众心坎上。建国村
采取院坝会、龙门阵、微宣讲、田
间课堂等方式，打造群众身边的

“第一课堂”，实现了将党的政策
送到群众身边、将实用技术送到
田间地头、将关心关爱送到每家

每户。
“双带”，就是干部带领党员

干、党员带领群众干。村党委领
导、6名“两委”干部带领29名“党
员中心户”，辐射引领在家有帮带
能力的50名党员，按照就近原则
划分责任区，重点帮扶贫困户、低
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

“三促”，即促进产业优化、家
园靓化、乡风净化。

建国村采取村企联建、户社
共建等模式，成立了8个专业合
作社，带动了350余户农户脱贫
致富；以“四改”“四化”，构建起

“房在林总、路在景中、人在画中”
的特色美丽乡村；以孝善教育、典
型培育、新风孕育为重点，培育出
乡村新风尚。

找准脱贫攻坚的薄弱环节，
实施精准整改增强贫困群众获得
感——建国村的实践，只是丰都
县破解贫困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
整改的一个点。

以此为代表，该县针对“扶
贫产业小散弱”难题，以恒都、华
裕农科、德青源、温氏集团等龙
头企业为牵引，通过流转土地、
发展“定制农业”、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等措施，构建起1916家农
民合作社、980 个家庭农场、
3123个种养大户的脱贫产业发

展生力军，带动1.2万户农户实
现稳定脱贫。

针对“贫困户发展产业不敢
贷款、不愿贷款”难题，用好普惠
性贷款、贷款贴息等政策，由帮扶
干部、驻村工作队、银行工作人员
等组建“助贷队”，上门送政策消
顾虑、送服务少跑路，累计为
9791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
贷4.46亿元，获贷率超过50%、
居全市前列。

针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
稳不住”难题，筹资1.74亿元为
50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改善基础设施，筹资3亿元为贫
困户购买村级公益性岗位、开展
医疗救助、发放“扶贫车间”务工
补助等，2907 户农户实现搬得
出、能致富。

针对“农产品卖不出、卖不
好”难题，以专家帮技术、干部跑
市场、电商拓销路等形式，开展扶
贫产品“六进”、赶年节和农民丰
收节展销、“渝货进山东”等活动，
帮助农户实现本地产品销售额
1.5亿元。

广大党员群众普遍反映，一
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得到了解决，干部用

“辛苦指数”换来了大家的“幸福
指数”。

聚焦重点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11月，是丰都结合调查研究
开展扶贫领域问题整改的“攻坚
月”。丰都全县上下联动，攻坚重
点直指“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

结合“攻坚月”，丰都首先开
门抓教育，以“10个1”方式扩大
群众参与、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
众关切，提升主题教育知晓率和
满意度。

所谓“10个1”，即每名县领
导“联系整转1个软弱涣散村（社
区）党组织”，向群众“发放1封主
题教育公开信”，每个驻村工作队
为群众“放映1场革命传统或爱
国主义电影”，每个基层党组织开
展“1次红镰党员志愿服务”“1次
讲述我的初心故事”“1次小喇叭
送学上门”“1次干部带领党员
干、党员带领群众干”“1次脱贫
攻坚述、评、学”活动，每名党员干
部为贫困户“办1件好事实事”，
每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

“开展1次提升群众满意度专项
调查”。

在此基础上，通过召开院坝
会、驻村工作队暗访检查、“县委
书记遍访贫困村、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和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遍访贫困户”等方式，广泛收集
贫困户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其中，针对群众反映的“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将收集的问题进

行梳理后移交县扶贫领导小组，
通过“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点对
点’调度安排+有关扶贫部门‘面
对面’商议对策+有关乡镇（街
道）‘一对一’整改解决”方式，分
别解决住房安全保障、义务教育
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方面的具体
问题近150个。

“我家的土墙房子是1958年
修建的，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
下小雨，房梁有的已歪斜，我和老
伴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就怕它
突然垮了。如今可好，新房不但
安全，环境也变好了。”站在自己
漂亮的新房门口，保合镇普子场
村村民蒋国富高兴地说。

同样的感慨还来自于双龙镇
付家山村村民向丹。他家原本的
土石房墙壁上有很多裂缝，每逢
下雨就会漏水，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如今，旧房改造成新房，向
丹圆了安居梦……

住房安全问题一直是贫困群
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自脱贫
攻坚以来，丰都始终把实施危房
改造民生工程作为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要着力点严格把关，以精准
识别贫困户为基础，切实将住房
困难贫困户全部纳入改造范围，
不漏一户。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
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更要下足

‘绣花’功夫，着力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推动各项措施到
村、到户、到人。”丰都县相关负责
人表示。

尤其是在“攻坚月”期间，全
县更是集中各类要素资源，补短
板、攻难点、强弱项，务求推动各
级反馈及县级自查问题全面清
零、“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
面解决、脱贫攻坚工作满意度全
面提升。

据介绍，今年以来，该县通过
发展产业、引导就业、综合保障等
举措，促进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真正确保不愁吃、不愁穿。

同时，精准完善危房台账、分
类实施危房改造、加快推进易地
搬迁、用好复垦收储政策，全力保
障群众住房安全；全覆盖落实医
疗政策，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引导
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全面规
范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强化适龄
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动态
跟踪、服务管理工作，持续开展控
辍保学行动，全面落实教育资助
政策，坚决防止了因贫失学辍学
现象。

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聚焦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丰都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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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研
拿出实招解决发展难题

“吴宗昌，土地6.55亩，可以领1572
元；殷本桂，土地5.41亩，可以领1298.4
元……”丰都县三建乡鱼泉子村1组的
一个院坝里，411户村民拿着现金和大
红的“股权证”，喜上眉梢。

向后华家有10亩地，领到了股权证
和2400元现金。“以前种点包谷、土豆，
赚不到几个钱。”向后华说，如今，除了保
底收益，他和老伴还能到合作公司务工，
每天每人可收入80元，平均下来，老两
口每个月约有4000元的收入，小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

三建乡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去年9月起，乡里开始全面推行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三变”改革，让村民以土地入股，享受
保底收益、分红及务工收益。

然而，在初期的实施过程中，村民们的
积极性却没有现在这么高。“在调研中我们
发现，‘三变’改革过程中存在‘与农户利益
联结不够’等问题，没能真正激发出改革的
活力。”丰都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些
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三建乡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及成员管理办法（试行）》等，采取

“保底+334比例分红”的方式，让所有户籍
人口都参与到利益分配中。

如今，三建乡已培育出笋竹、青脆
李、板栗、花椒、柠檬、油茶“六朵金花产
业”共1.8万亩，预计可实现产业收入2.4
亿元，户均增收2317元。

三建乡的“三变”成效，从某种意义
上说，正是丰都县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所
取得的一个实效。

在“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研”中
密切干群关系。丰都县在“学”得扎实的
基础上，将“研”作为了一个重要抓手，把
调查研究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检
视问题的“预习课”、整改落实的“基础
课”，让党员干部在学思践悟中增强党性
修养、淬炼政治品格、强化政治担当，切
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
主题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为此，丰都建立了常委联系点制度，
33名县领导从战略着眼、具体着手，紧
扣“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等8个方向，确定了民营经
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36个调研课
题，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听取意见、现
场解决问题。目前，由调研成果已转化
了32个重点项目、21项政策制度。

《三建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
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的出台，就是县
领导深入调研的成果转化。

不仅如此，扎实的调研、有效的成果
转化还为丰都的县领导积累了丰富的教
育素材，他们结合调研开展的各项专题
党课，可谓用心用情、有理有据，在丰都
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
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强劲的推动力。

全县各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在此带
动下，也纷纷以问题为导向，紧扣岗位实
际、工作职责，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搞调研、解难题。

比如聚焦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每
名班子成员确定1至2个调研课题，走村
入户实地调研、解剖“麻雀”。

借助三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第
一书记的“火炉坎”、与贫困户“结亲戚”、
百名领导干部进百企解“八难”等载体，
确实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把难
题化解掉。

同时，高质量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
做好调研深化、问题消化、成果转化文
章。截至目前，丰都792名县管领导干
部通过调研，提出了改进工作等对策
6500余条。广大党员群众普遍反映，干
部作风更实了、服务更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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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湖镇彭继明依靠甜柿产业摘掉贫困帽子

新居（高家镇） 摄/熊波

三建乡驻村干部与村民一同劳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丰都县坚持把主题教育同脱贫攻坚、社区治理、征地拆迁等中
心工作深度融合。尤其是将脱贫攻坚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载体，以脱贫攻坚等成效检验主题教育的实效，有
力推动了“山水丰茂、物产丰盛、人文丰厚”美丽丰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