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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10095户贫困对象危房清零

綦江全面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

4月14日一早，綦江区篆
塘镇白坪村，脱贫户赵祥贵从
自家厨房挖出一勺苞谷粒喂
家禽后，前去清扫村级公路。
而就在去年12月，一场意外
的大火把赵祥贵的房子烧了
个精光。

受益于脱贫攻坚“住房安
全有保障”相关政策，帮扶干
部李岱芸第一时间为赵祥贵
申请了D级危房改造，享受补
助资金3.5万元。同时，民政
部门帮他申报临时补助1万
元，还获得精准脱贫保险补助
7500元，不到一个月，赵祥贵
就住进了水电、厨卫等配套设
施齐全的新房。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
核心指标之一。近年来，綦江
区以困难群众最关心的房屋
问题为重要抓手，已完成
10095户贫困对象的危房改
造，全面实现贫困对象危房清
零，并进一步确保贫困群众不
住危房，助力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目标。

危房改造 “改”出脱贫志气

在下决心把旧房推倒重建时，文
龙街道春灯村的脱贫户李贤容心里
想，有党的好政策和自己的勤奋苦干，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2005 年，李贤容的丈夫患癌去
世，只剩她和女儿相依为命。随着时
间流逝，李贤容的土墙房渐渐颓倾，墙
壁开裂了不少缝隙，成为危房。

为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当地扶贫干部前来实地勘察，将
李贤容的住房认定为D级危房，可以
享受3.5万元的政策补贴。

住上新房后，李贤容脱贫的信心
明显更足了。在发展家禽和生猪养殖
的同时，还在娘家闲置的2亩地上种
起了苞谷。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
她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新房里先后添
置了空调、冰箱等家电。

2019年8月，村里给李贤容安排
了公益性岗位，负责打扫约5公里长
的村级公路，一个月工资1728元。4
个月后，她卖掉了130只土鸡和2头
猪，共收入1.5万元。

“如果不靠自己的双手，你还能幸
福起来吗？”李贤容感慨地说，“现在挣
的钱都可以存起来，女儿也在重庆主
城有了稳定的工作，幸福生活就跟着

来啦”。
一直以来，农村危房改造都是脱贫

攻坚工作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綦
江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重点对象，分类施策，量身定制了维修
加固方案。对墙体损坏严重、基础不牢

固的，推倒重建；对可以进行修缮的，进
行维修加固、墙体维修、房顶更新、门窗
更换等，确保困难群众住上结构安全、
功能完善的“安全房”“放心房”。

过去一年，綦江在 2018 年完成
3783户危房改造的基础上又完成965
户C、D级危房改造，实现了贫困对象
危房“清零”的目标。今年，将全面消
除动态新增危房，确保不让一户贫困
户住危房。

“租”进新房 温暖心房

“住新房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太感谢你们了！”隆盛镇振兴村脱贫户
杨代生一家搬进新房时，杨代生握着
驻村第一书记吴君的手连连道谢。

“晴天晒太阳，雨天搬桌凳。”杨代
生说，此前住的土墙房破旧不堪，随时
都有倒塌的危险，他一直盼着有一天
能住进宽敞的新房。

可种庄稼收入微薄，孩子读书正是
用钱的时候，如果就地进行危房改造，
孩子上学就有些困难。为了孩子，杨代

生也就暂时打消了改造住房的意愿。
驻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尝试着给

周边邻居做工作，让杨代生租个房间
住。几番下来，邻居们没有空余的房
间出租给老杨。老杨住哪儿？一时成
了驻村工作队的难题。

“既然这样，咱村集体来想办法。”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一商量，决
定先向各方筹集资金，以签订协议的
方式将一户村民的闲置危房进行原址
改造，房屋修好以后，作为村集体资产
租赁给老杨居住。

“一个月租金只需要100元。”住
进新房后，杨代生笑着说，他种了4亩
庄稼，养了4头猪和50多只家禽，再加
上租房补贴和产业补助，付房租没有
任何压力，日子越过越好了。

得益于农村贫困户租房补贴政策
和保障“农转城”住房安全政策，许多
人都像老杨一样“租”进了新房。全区
通过租房方式化解171户无改造意愿
的贫困户住房安全难题，采用租房和

“一事一议”改造等多种方式解决了
2473户农转城对象的住房安全隐患。

此外，綦江还出台《綦江区农村困
难农户危房改造实施意见》，对于“非
三类对象”的农村困难群众实施住房
安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困难群
众的住房安全。

“住得好”更要“过得好”

在修缮一新的石角镇寨溪村便民
服务中心，特困户赵甫明正在收拾厨房。

“老赵年老体弱，没有固定的生活来
源，住的危房却因位置条件无法实施
改造。村便民服务中心修缮完成后，
我们就帮他搬了进来，解决了老赵的
住房安全问题。”村党支部书记潘秀梅
介绍。

过去，村里的办公环境十分简陋，
村民办事很不方便。去年，在挂钩部
门以及镇里的支持下，村上筹措24.5
万元资金，对闲置多年的寨溪村小教
学楼进行维修改建。

去年11月底，集村务办公、产业
发展、特困供养人员安置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村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投用，
更加完备的基层阵地，也为更好地服
务村民、引领发展打下了基础。

焕然一新的便民服务中心，还专
门设置了信息栏，宣传惠民政策、回应
群众关切、公示村级支出……住上了
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新房子，亲眼看着
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了，赵甫明又重
拾起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綦江在全面保障住房安全的过程
中，鼓励通过维修闲置公房的形式解
决贫困对象的住房安全，既有效地解
决贫困对象的住房安全保障，又充分
地利用了闲置公房，深受贫困对象的
欢迎。

今年，綦江还将实施3000户的旧
房整治提升工程，并坚持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
要载体，打造布局美、功能美、风貌
美、整洁美、富裕美、文明美的美丽庭
院，让困难群众迁新居的同时也留住
乡愁。

吴长飞

綦江区文龙街道白庙村，村民饭后散步 摄/陈星宇

篆塘镇建卡贫困户住上了新房 摄/李岱云

党建+扶志
思想“富”起来抱团奔小康

在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的大力帮扶
下，巫溪县天元乡万春村建起了腊肉
加工厂，自家养的粮食生态猪有了更
好的销路，能入股分红还能上班发工
资，村民们都实现了减贫增收，日子越
过越好。2019年万春村巩固脱贫96
户，建成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腊肉加
工厂房，实现产值600多万元。

万春村的脱贫之路，彰显着重庆
三峡职业学院的精准扶贫理念：要富
口袋，先富脑袋！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庆三
峡职业学院专门成立了以党委书记陈
章担任组长、其他校级领导担任成员
的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特地选派
了党性强、业务精、能力强的干部任驻
村“第一书记”，引入新理念、创新发展
模式，为农村发展建设注入活力。

比如，万春村驻村“第一书记”谭
鹏昊，在村民对建腊肉加工厂尚有疑
虑时，他主动拿出2万元和大家一起
开办工厂，并向全体村民明确提出“亏
了是我的，赚了是大家的”庄严承诺，
腊肉加工厂项目由此起航。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各驻村

“第一书记”带领村党支部多次开展专
题党日活动和党员培训，共计培训党
员300人次。以此帮助贫困村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坚
定脱贫致富信心。

同时，学院注重提升村民文化素
质，推动文化强村建设。如在2019年
高职扩招工作中，学院招收巫溪县天
元乡43名学员就读食品加工专业，助
力天元乡腊肉加工产业持续发展。同
时开展“五改两治”、人居环境整治、改
善农村面貌等改造项目，促使村民人
居环境和村民生活品质得以大幅提
升。

思想“富”起来了，发展也有了新
路子。通过“三变”改革，重庆三峡职

业学院引导大林村积极探索“村组一
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完善“党小
组+村民小组+村民理事会”决策机
制，鼓励村民自愿加入合作社，变“资
源”为“资产”，变“资金”为“股金”，变

“村民”为“股民”，实现抱团发展，促进
贫困村脱贫致富奔小康。

产业+扶智
做强特色产业释放发展红利

在万州区白土镇大林村，重庆三
峡职业学院的扶贫工作呈现另一番景
象。驻村工作队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培育优质稻大米；为适应万州烤鱼产
业发展需求，大力培育优质鲤鱼，以绿
色生态为基础，建立稻鱼种养循环系
统，打造出“稻鱼共生”的和谐景象。

发展特色产业已经成为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精准扶贫的“名片”。学院坚
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
发展之路，在帮扶地区发展“稻鱼共
生”产业5800余亩、青脆李2000亩、
仙草花1000亩，形成“田中鱼”、“林中

菌”、“林地药”等特色产业，让更多村
民享受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带来的
红利。其中，“稻鱼共生促攻坚”项目
被教育部评为“第二屇省属高校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同时依托
产业发展大力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给
村民带来“文农旅”整合效益，增强了
村民们的自豪感、获得感、幸福感。

促进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本土化
人才是关键。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充分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搭建了重庆市现
代农业技术应用推广中心、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中心、智慧农民信息化工程
中心3个平台，在提供技术保障、培训
新型农民、拓展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为贫困地区培
养了大批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2019年，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整合
帮扶平台，组建成立了重庆市首个田
间学院——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乡村振
兴学院，进一步搭建“政校行企”合作
平台，助力渝东北乡村振兴。目前已
成立了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天元乡分
院、白土分院、龙驹分院、大周分院、双
土分院和同鑫园分院。

除了科学施策、精准扶贫外，学院
积极发挥市级示范性职教集团——重
庆现代农业职教集团理事长单位的影
响力，主动寻求重庆市教委教育扶贫
集团、重庆市高教学会、中国现代农业
职教集团、中国都市农业职教集团等
社团大力支持，携手合作助力三峡库
区乡村振兴，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道路
上迈出了一大步。其中，重庆市高教
学会与大林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
大林村捐赠扶贫资金和书籍，为大林
村500亩稻鱼米基地建设提出发展规
划，优化产业布局，助推产业发展。

职教+扶贫
发挥专业优势“智”援振兴之路

获得重庆市乡村振兴贡献奖先进
个人的扶永辉，始终以高度的敬业心、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坚持把扶贫工作
做进村民的头脑心坎，把措施落在田
间地头，把责任倾注于脱贫攻坚，依托
学院现代农业专业群，发挥学院专业

优势，帮助万州区白土镇大林村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项目核心区350亩；
后又来到巫溪县土城镇土城社区发展
李子产业700亩，成立资金互助社，为
社区争取项目10个，帮助土城社区脱
贫139户共556人。

扶永辉的事例只是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助力乡村振兴的缩影。

据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院长李炯光
介绍，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强农兴农为己任，为社会培养了5万
多名高端技术技能性人才，成为三峡
库区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
基地和摇篮。学院还将通过创建“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和“三峡乡村
振兴学院”，做好渝东北片区乡村人才
培育培训工作。

据统计，近年来学校在贫困地区
常态化开展各类培训，每年培训5000
人次以上；编印实用技术宣传资料8
万余册，开设田间微课42门等。受训
学员李上国、尹天珍凭借创业成果获
得“重庆市2017年大国工匠职教之
星”称号，学员马刘洋入选“重庆市十
大乡村振兴领军人才”。

另外，学院还将扶贫攻坚工作与
“优质校”建设同步规划、融合实施，不
仅帮扶贫困地区减贫增收，还推动学
院“优质校”建设取得进展。“三峡库区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在精准扶贫中的实
践探索”课题，经重庆市职教学会评审
顺利结题；师生组成的创新创业团队
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重庆赛区获银奖；“三峡绿色农业”
数字平台正式上线……

下一步，学院将进一步加强内涵
建设，不断强化现代农业办学特色，积
极探索乡村人才“校企双元育人”培养
模式和“1+X”证书制度，发挥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培养现代农业所
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重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高职样本”，
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文秀月 许珊 刘进
图片由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提供

白土镇大林村稻田养鱼项目

近日，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安全处副处长扶永辉
被评为“2019年重庆市乡
村振兴贡献奖”先进个人，
以表彰他在万州区白土镇
大林村、巫溪县土城镇土
城社区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时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2019年底全国高
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上，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陈章分享了学院建设乡
村振兴田间学院、开展专
业扶持产业等精准扶贫的
成功经验，得到了与会嘉
宾的肯定和赞赏……

一年来，重庆三峡职
业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
要论述，坚持“扶贫与扶
志、扶智”相结合的帮扶理
念，该学院充分发挥涉农
教育专业特色和科技优
势，走科教扶贫、产业扶贫
之路，大力开展巫溪县天
元乡、土城镇及万州区白
土镇的扶贫攻坚工作，促
进农业升级、农村变美、农
民增收，为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打造“高职样
本”。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以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兴村 人才强村 产业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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