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两不愁三保障”
“两不愁三保障”总体数据

全市“两不愁三保障”发现5155个问题点。截至目前，因病、因残、

因厌学等辍学失学924人已全部接受义务教育，未及时全部落实资助

政策的256人已全部兑现到位，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586人已全部

参保，未保障饮水安全的313户已全面解决，住房不安全的3076户已
全部完成改造。

义务教育有保障

建立特殊困难群体学生数据库，2019年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37.59万人次，落实资助资金9.79亿元。

基本医疗有保障

2019年，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达96.96%，全市因病致贫5144
户15507人，较2018年减少20371户，减少79.8%。

住房安全有保障

2019年，下达贫困区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4.71亿元，累计完

成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3.88万户。

饮水安全有保障

2019年完成工程投资 15.02亿元，受益人口

338万人，开工建设集中和分散供水工程项

目2695个，农村集中供水率达87.5%，自来

水普及率达80.5%。

资料来源：市扶贫办
制图/丁龙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从家里
到步道走路只需10分钟，周边环境大

‘变脸’，我们有了休闲好去处。”4月8
日，家住磁器口片区的居民王文才谈起周
边环境，幸福感洋溢在脸上。王文才幸福
感大提升的背后，源于沙坪坝区清水溪

“清水绿岸”治理示范段一标段（也称磁器
口周边环境整治及步道工程）完工。

4月8日，来自中铁十一局五公司
的消息称，已完工的沙坪坝区清水溪

“清水绿岸”治理示范段一标段正式对

外开放，新建3.11公里人行步道，以及
一座景观桥和多个景观工程等，让磁器
口景点与周边连接起来，附近市民和游
客有了休闲好去处。

清水溪“清水绿岸”治理示范段一
标段为磁器口清水门广场——国盛大
桥。治理前，清水溪两岸杂草丛生、淤
泥堆积、垃圾随处可见。

去年4月，沙坪坝区启动清水溪及
凤凰溪“清水绿岸”治理示范段工程，中
铁十一局五公司承建一标段施工。

为将治理段打造成与磁器口古镇
相适宜的景观，该公司根据地形特点，
将治理区域分成9个区域，按照古韵寻
踪、古木交柯、绿影观澜、独钓双台、花
海融春等特色打造。

磁器口周边环境整治及步道工程建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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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4月7日晚，看到重庆将分批有序
开学的消息后，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
四组村民杨桂发的两个女儿高兴得觉
都睡不着——受益于脱贫攻坚“义务教
育有保障”相关政策，双双智残二级的
两人去年进入丰都县双路镇中心小学
一年级学习，眼看才读了一学期，这学
期就因为疫情而一直没能开学。两个
女儿一直盼望能早点开学。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
障”是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近年来，
尤其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后，
我市严格对标对表中央要求，将脱贫攻
坚举措精准到个人，统筹到区域，摸清
底数，查漏补缺，逐项逐户对账销号，一
个个贫困群众陆续摆脱贫困。

加强利益联结，贫困群众
腰包鼓了

“两不愁三保障”，首先要解决的是
吃饱穿暖问题，换句话理解，即解决收
入问题。

丰都县武平镇蜂子山村建卡贫困
户郭建中谈起收入心里就充满暖流，

“去年，我拿到了3000元油茶产业首笔
分红款时，真是开心。”

郭建中的子女长期在外打工，家里
10多亩土地闲置。国有企业丰都县森
林经营所到蜂子山村发展油茶产业后，
他以自家闲置土地入股，没多久就获得
了分红。资源变股金再变现金，他怎能
不高兴？

在丰都，像郭建中这样以闲置地入
股获得分红的贫困户，已有两万多人。
他们以土地入股，产品由公司统一收
购、统一销售，除去种苗、管护、采集等
种植成本后，利润按五五分成。农户还
可以到产业基地打工挣钱。

民以食为天，如果吃不饱、穿不暖，
何谈发展？今年以来，我市将解决“两不
愁”的重点锁定为发展长效扶贫产业，完
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加
强就业转移，开展消费扶贫，稳定增加收
入，确保每一个贫困人口吃穿不愁。

与此同时，紧扣“精准”方略，突出
“产业”带动，构建“联结”机制，强化“绩
效”管理，改变过去简单给钱给物、直接
补助的做法，探索财政扶贫资金“改补
为奖、改补为贷、改补为借、改补为股、
改补为酬”，丰富了扶贫资金精准到户
方式，放大了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激发

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住上安全房，“忧居”变
“安居”

安居才能乐业，危房改造一头连着
民生，一头连着发展。

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新本村贫困户
刘兴云，以前在邻居眼中总是苦着一张
脸，“前两年愣是没怎么看他笑过”。最
近因为享受危旧房改造补助政策搬进
了新房，刘兴云舒展开了眉头。

“这是以前做梦也没想到的。全靠
现在政策好，终于有个像样的房子了！”
刘兴云的老房子瓦片残破、土墙裂缝，
现在的新房窗明几净，厨房灶台贴着洁
白的瓷砖，卫生间也用上了水冲式便
槽。住房安全问题解决了，居住环境也
改善了。

以前，黔江区冯家街道马林村贫困
户杨书成住在海拔上千米的高山上。

“山上雾满坡，山高路陡土地薄，辛辛苦
苦忙到头，又缺吃来又缺喝”。

吃水靠挑、生活靠天，“一方水土难
养一方人”。在杨书成的记忆里，“离开
大山”的话题打小就被村里人挂在嘴
边，但直到自己成了家，有了孩子，大家

还生活在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生

活，杨书成开始下山打工。他去过城
里，甚至远走他乡，但不管走多远，山里
的家都“拴”着他。

后来，杨书成的村子实现了易地扶
贫搬迁，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一栋栋巴渝
风格的民居依山而建。“眼前的生活是几
辈人的梦想。”杨书成说，消除了“后顾之
忧”，便有了更多精力去脱贫致富。

在我市，像刘兴云、杨书成这样享
受到危旧房改造及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的贫困户还有很多。截至目前，全市
3076户住房安全未保障建档立卡贫困
户已全部实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

小病不出村，大病负担明
显减轻

因病致贫是我市农村贫困人口致
贫的第一大因素。过去，医疗体系不健
全，医保救助不及时，不少群众“小病
拖、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对病魔
的无奈溢于言表。

为此，我市投入资金21.8亿元，提
档升级贫困区县医院设施，14个国贫县
的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均达到二级医院

标准。同时，建立起以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为基础，商业补充保险、
疾病应急救助、扶贫济困医疗基金、健
康扶贫医疗基金为补充的“三保险”“两
救助”“两基金”多重医疗保障体系，倾
斜报销惠及贫困人口124.35万人次。
全面实施分级诊疗、“一站式”结算和

“先诊疗后付费”，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
率达96.96%。2019年，全市因病致贫
5144 户 15507 人 ，较 2018 年 减 少
20371户，减少79.8%。

这些惠民政策的落地，让贫困山区
的老百姓感受真切。“现在看病比以前
方便多了，小毛病在村卫生室就能治
好。”石柱县中益乡建峰村村民谭登林
患风湿关节炎多年。去年开始，他可以
在新建的村卫生室进行针灸理疗了，现
在病情大有好转。

谭登林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要
是去县城医院治疗的话，不仅费时间，
还要路费，加上药费、治疗费，杂七杂八
的至少要几百块。但是在村卫生室看
病，只花几十块就可以了，还不用奔波，
太方便了。”

去年6月，奉节县平安乡天台村贫
困户郑彩成因病倒下，到县人民医院一
检查，被确诊为子宫肌瘤。在病床上一

直担忧着住院
费用的她，没想
到出院时自个儿只
掏了 1300 元，是全
部费用的1/10！这让她十分激动：“党
的政策好，我要努力向前跑！”

学有所教，贫困地区孩子
也能接受良好教育

几年前，南川区水江镇宏图村小
学只有一幢教学楼，简单的几间教室，
破旧的课桌凳，巴掌大的操场坑洼不
平……

前不久，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宏图
村小学已焕然一新：不仅面积增大了一
倍，还铺设了塑胶运动场，有了篮球场、
足球场、羽毛球场；学生食堂“煤改气”，
用上了燃气灶，配备了冰箱、消毒柜；旱
厕改成水冲式，门口有了高低搭配的洗
手台；校门口增加了保安室；图书室、实
验室、计算机室等建起来了，课桌全部
换新，甚至还有了村里娃以前没见过的
电子白板。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孩子们告
别了破旧的教室，告别了尘土飞扬的旧
操场，学校的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办学

条件大为改观。”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

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
顿。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重要的是
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让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
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
要途径。

去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义务教
育有保障”和“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坚
持向贫困学生“输血”，支持贫困区县增
强“造血”功能，切实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与此同时，全面落实“两免一补”等
教育资助政策，让每一名适龄儿童都能
上学。此外，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的改善与能力提升，实现“幼有所育”。

如今，从巍巍武陵到悠悠秦巴，琅
琅读书声回荡山间，孩子们脸上洋溢着
欢快的笑容。

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一
幅山城重庆的民生福祉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全面小康胜利在望！

摆脱贫困 逐项逐户对账销号
重庆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将脱贫攻坚举措精准到个人

4月8日，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云雾缭绕，群山环抱下的村落风景如画。
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市级深度贫困乡镇红池坝镇坚持实施以“旅为龙头、

农为基础”的旅游扶贫战略，深入实施“小组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之
路。通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旅游业成为贫困户脱贫增收的

“金钥匙”。 记者 郑宇 摄

农旅融合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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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低架网床喂猪不用水冲洗猪圈，

节约水电；益生菌喂养让粪便发酵成了
有机肥，不污染环境。”向成兵回到万州
后，按照奇昌养殖技术改造了养猪场。
现在，猪圈不用冲洗了，每天节约用水
40~50立方米，每月节约电费1万元，
减少人工工资2万余元，粪便发酵成有
机肥施用到果园。与此同时，猪的疾病
少了、饲料转化率提高了，猪肉品质也
更好。

更让老向惊奇的是，2019年，当非
洲猪瘟肆虐时，他的养猪场安然无恙。

“老向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库区
养猪的希望。”生态养猪解决了环境污
染、猪肉品质、养殖成本等问题，但“百
万头生态猪养殖项目”推进工作还是缓
慢。万州区农委主任童文称，“三峡库
区养猪环境保护是个问题，很多干部和
群众是有顾虑。”

生态养殖技术实现零排放零污染

为打消大家的顾虑，去年6月，万
州区将陈忠洪请到天鹅村建起了“百万
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示范基地。不到
半年，这里的650头存栏母猪全部生
产，每月有120头母猪产仔，平均每头
产健仔13.7头，育成率达98.7%。

记者看到，陈忠洪发明的低架网床
分楼上楼下，猪生活在楼上，排出的粪
便直接掉到楼下。即便有粪粘在低架
床碳钢网上，也会因为猪来回走动震落
下去，粪便不用水冲，圈舍干净整洁。

据统计，一头80公斤左右的猪每
天喝水时漏到地上的水就有5公斤。
陈忠洪按照猪头和猪嘴尺寸设计了安

装在墙体里面的饮水器，猪只有把头伸
进饮水器的圆筒里面才能喝水，漏掉的
废水被收集到管道里流进鱼塘。

“既节约了水，又保证了猪圈的干
爽。”陈忠洪称，脱离了高湿、易生病的
环境，猪仔的育成率提高了3%至5%。
此外，排到楼下的粪便全量化收集后，
通过自动刮粪器统一收纳到圈舍外深
度发酵成有机肥，1吨有机肥最低可以
卖800元。

创新让陈忠洪获得了猪舍温控、水
帘通风等11项国家使用新型专利。他
还研制生物制剂取代以往的化学消毒
液，全程添加益生菌，通过发酵把桑树
枝、茉莉花枝、水稻秸秆等都变成了猪
饲料。

“养猪人要懂猪的喜怒哀乐。”陈忠
洪保持着与猪的亲密接触，让它们保持
好心情。他说，猪“高兴”的时候，就会
看着你，嘴巴张开；“凶”的时候背拱起
来，耳朵竖起来，两只眼睛瞪着你，眼睛
偏红，“猪心情好才长得好，长得好我们
才赚大钱。”

2018年，生猪行情下滑，陈忠洪的
养猪规模却扩大了一倍，相继在吉林、
江西、四川、河南、重庆等地新建了养殖
场。2019年，他所有养猪场共出栏生
猪38.5万头，销售额达到17.8亿元，一
头猪比别人多赚418元。

之前，几位乡镇负责人对生态养猪
技术心存疑虑，在参观养殖示范基地
后，顾虑打消了。现在，陈忠洪陆续指

导当地养殖户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全产业链发展百万头生猪项目

2018年9月6日，万州区与四川德
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德康公司）
签订投资框架协议，参与“百万头生猪
生态养殖项目”建设。

根据协议，在发展100万头生猪养
殖同时，德康公司配套建设3800头祖
代种猪场、50万吨饲料加工厂、200万
头生猪屠宰暨食品加工厂，实现“产加
销”全产业链发展和种养循环。

可项目建设前期并不顺利，去年养
殖示范基地建起之后，养殖户们才开了
窍。去年底，万州区86户养殖户报名
参与此项目，86户养殖场共涉及896个
生猪养殖单元，其中一个生猪养殖单元
常年存栏能繁母猪50头以上，年出栏
1250头以上。德康公司与这些养殖场
签订10年合同，统一提供种猪、饲料、
兽药、技术等支持养殖场自繁自养。育
肥猪由德康公司统一回收，公司给予
200～300元/头的代养费。

与此同时，万州区整合各类资金，
按每个生猪养殖单元40万元的标准支
持全区508个村集体参与生态猪养殖
场建设，享受此补助的养猪场每年给村
集体分红5万元，连续分红8年；鼓励贫
困农户筹集建设资金合作参与建设；发
动19个国有企业分别投入100万元支
持家庭生态养殖场发展；区供销社以合
作社入股的形式支持生猪产业发展；此

外，水利、交通、金融、规划与自然资源、
电力等部门还在基础设施、资金、土地、
电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

去年12月19日，“百万头生态猪养
殖项目”第一批95头生态仔猪诞生；

同年12月26日，万州德康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第一批2500多头种猪送抵
万州区牧润生态养殖场；

今年1月8日，重庆三峡生物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暨重庆三峡有机农业生
物工程技术中心挂牌成立。

……
“养殖技术、模式、资金都解决了，

就等我们甩开膀子加油干了！”目前，
弹子镇林泉村正在推进20个养殖单
元建设，项目负责人冉龙灯称，他们将
养殖场粪便加工成有机肥用于发展药
材和柠檬种植基地，形成农业循环链
条。

现在，万州“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
项目”已成为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
办“龙头企业带万户生猪产业扶贫项
目”集中签约项目，也是2020年全市
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200个养殖单元，其余单元在今年底
全面建成。

据介绍，万州区“百万头生猪生态
养殖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年出栏生猪
100余万头，加工有机肥25万吨，滋养
玫瑰香橙、柠檬、青脆李、改良红桔等百
万亩经果林，实现种养业“双百亿”产
值，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
在践行“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色
发展理念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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