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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百日大会战的“模拟小考”检验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大考”

发起最后冲刺 交出满意答卷

垫
江
垫
江

2020 年 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实现之年,
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收官之
年。脱贫攻坚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
响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成色。

地处重庆东
北部的垫江，虽不
是国家级、市级贫
困县，贫困程度和
脱贫难度较重庆
东北部、重庆东南
部的偏远区县来
说轻松不少，但垫
江仍有 9803 户
31585名已脱贫
人口脱贫质量需
要持续巩固提升。

“通过这几
年的努力，目前
全县仅有 1户 3
人未脱贫。”垫江
县相关负责人
说，就当前来看，
今年全县所有贫
困户脱贫摘帽问
题不大，但关键
在于如何巩固现
有的脱贫成果，
提高脱贫质量。

今年以来，
垫江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全市脱贫攻坚
“百日大会战”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安排部署，向
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战发起了最后
冲刺，力争用百日
大会战的“模拟小
考”检验脱贫攻坚
战的“决胜大考”，
向党和人民交出
一份满意的脱贫
答卷。

百日大会战实施路线图
推进时间表

■部署培训阶段（4月底前）

——4月底前，召开全县脱贫攻坚“百日
大会战”动员部署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开展政策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做好宣传
动员、人员组织、业务培训等相关准备工作。

■组织实施阶段（6月25日前）

——各乡镇（街道）、县级行业主管部门
按照全县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工作部署和
要求，全力以赴组织开展“百日大会战”，完成
各类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完成信息数据
清洗汇总。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完成县表信息
数据的核查和录入，各乡镇（街道）完成村表、
户表信息数据的核查和录入。各乡镇（街道）
6月25日前总结上报“百日大会战”情况。

■县级抽查阶段（7月3日前）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对乡镇（街
道）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情况进行抽查。县
级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扶贫工作开展全面自查
评估，7月3日前将自查评估情况书面报送县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链接》》发起冲锋
展开百日大会战

5月15日21时30分，皎洁的月
光洒在垫江县大石乡大石村，田间的
蛙声、蛐蛐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子笼
罩在一片夜深人静之中。在村办公
室，陈华云和乡上的其他几名干部，
就当天入户走访脱贫户了解到的情
况问题，进行会审和商讨。

“吴书记，我们今天一共走访了
14户脱贫户，通过入户询问了解，算
细账、拉家常，发现当前脱贫户持续
增收都没啥问题，存在的问题主要
就是人居环境脏乱差，另外就是还
有1户脱贫攻坚明白卡掉了没有及
时上墙。”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还有
啥困难需要我出面解决的？”大石乡
党委书记吴文聪追问。

“针对脱贫户环境脏乱差的问
题，我们除了给老百姓宣传健康卫
生的相关知识外，就是联合村组干
部和脱贫户一起，将其房屋四周和
院坝的垃圾及时清理，柴草和农具
摆放整齐；针对明白卡掉落的问题，
我们现场也进行了安装。”大石乡大
石村党支部书记陈华云一五一十地
回答。

“白天要挨户上门了解情况，晚
上大家只能加班加点会审、讨论当
天发现的问题和方案。”吴文聪说，5
月 13日全县脱贫攻坚“百日大会
战”推进会召开后，当天下午，乡上
就进行了百日大会战精神的传达学
习、部署和落实。且当天各村结合
实际成立了自查评估组、会审组、审
查组等，全乡包括书记、乡长在内的
46名乡干部以及所有村社干部全部
下沉到农户中，尤其是刚脱贫的农
户中挨家挨户上门重新了解情况。
吴文聪作为当天乡里的值班领导，
当晚到大石村旁听了4个组的会审
情况。

垫江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称，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为
发起最后冲锋，垫江县委、县政府决
定用百日大会战的“模拟小考”检验
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大考”。

为进一步压实责任，层层传导
压力，垫江县级层面成立了以书

记、县长等6名县领导为组长的6
个县领导督战组，分别督战 26个
乡镇街道、6个县级行业主管部门

“百日大会战”推进情况；县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则成立了 7个工作督
导组，督促指导26个乡镇（街道）
落实“百日大会战”规定动作。值
得一提的是，为集中更多的人力、
精力投入到这场“模拟小考”，县里
明确了“百日大会战”规定动作，制
定了 5张“百日大会战”签字背书
责任清单，确定每周一、周五为脱
贫攻坚“集中会战日”，全县各级各
部门原则上不召开会议（特殊情况
除外），全县所有干部全部下沉农
户，挨户走访了解情况。

26个乡镇（街道）则规定党（工）
委书记和乡镇长（办事处主任）每天
至少有1人在所在辖区驻守办公，辖
区范围内一半以上的乡镇（街道）干
部每天驻守村社开展入户走访。同
时分门别类成立了自查评估组、会
审组、审查组，做到问题的边发现边
整改。

此外，坚持把中央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回头看”发现的问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
的问题、国家 2019 年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指出的问题等统筹起来，把
问题整改和脱贫攻坚日常工作结
合起来，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
清单，并结合“五查五改”行动，坚
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分类整改，
落实专人，对“两不愁三保障”特别
是对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问题进
行自查评估，做到问题在第一时间
发现、政策在第一时间落实、疏漏
在第一时间弥补、问题在第一时间
解决。

截至目前，全县5052名县级领
导、109个帮扶部门全部深入一线开
展大走访，成立了1673个自查评估
组、395个会审组、301个审查组，做
到了问题一项项发现，一项项精准
解决。

巩固成果
构建防止返贫机制

5月16日，鹤游镇水井村党支部
书记王震通过两天来的走访后，发

现该村7组脱贫户周中勇以及张学
余在内的2户农户，分别存在返贫和
致贫的风险，当即将其列入了脱贫
监测户和边缘户进行实时跟踪管
理，并将这一情况上报到镇扶贫办。

今年 42 岁的周中勇，年轻时
一直在浙江靠打工维持生计。后
来由于身患尿毒症家底被掏空
了，加上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生活艰难。2015 年，村里了解情
况后，将其纳入了贫困户进行帮
扶，并为周家送去了医疗扶贫政
策和教育资助政策，当年周家就
摘掉了贫困帽。

“虽是脱了贫，但周家日子还是
过得紧巴巴的。”王震说，由于老周
患有尿毒症干不了重活，只能靠吃
低保为生。同时每个月还要自付
10%的医疗费。去年镇里按照产业
扶贫的相关政策为他提供了80根
垫江晚柚苗子，但要等到2021年才
挂果。前不久，村上又为他送去了
50只鸭苗，虽然有几千元的收入，但
返贫的风险还是极高。

在垫江类似像周中勇一样情况
的脱贫户还有300多户。为进一步
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去年
11月以来，垫江以家庭为单位，将建
档立卡已脱贫但不稳定户（即脱贫
不稳定户），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边缘户（即边缘易致贫户），
纳入了监测对象。

同时结合“百日大会战”，将人均
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5倍
(即是人均纯收入6000元)左右的家
庭和“两不愁三保障”任意一项动态出
现问题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
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
幅缩减的家庭，纳入了一般重点农户
进行监测。提前把存在返贫致贫风
险的人口纳入监测范围，并采取了针
对性的帮扶措施。

以构建的产业帮扶防止返贫机
制为例，该县将产业扶贫项目覆盖
到所有的监测对象（包括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一般重点农
户），通过扶贫产业项目带动可持续
增收。同时，针对有劳力有意愿发
展产业的监测户，县上还为其提供
小额信贷，鼓励和支持他们自力更
生发展产业致富。

如今，该县已建立起一套完整
的防止返贫的体制机制，涵盖产业
帮扶、就业帮扶、小额信贷、结对帮
扶等10多项内容为主的精细化精
准化的帮扶措施，通过开发式帮扶
与保障性措施相结合、提前预防与
精准帮扶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脱
贫攻坚的质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加快大
数据为脱贫攻坚赋能，该县将监测
对象的动态信息，通过由监测责任
人上传到重庆精准扶贫大数据平
台“渝扶贫 APP”，做到监测对象
的信息精准、动态情况精准、解决
问题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实现了
所有贫困户和监测对象信息的一
目了然。

战疫战贫
确保所有监测户稳固增收

鹤游镇新溪村村民吴茂国，现在
一见到帮扶干部杨玉华总有说不完的
客套，“杨书记真是个大好人啊，你对
我们的好，我们一辈子都记得……”

原来，前不久老吴辛辛苦苦养
了大半年的100多只土鸡，好不容
易到了出栏的时候，由于受疫情影
响一直找不到“婆家”。后来，帮扶
干部杨玉华了解情况后，发动朋友
圈好友、亲戚朋友以及联系镇伙食
团、农业企业后，老吴的100多只鸡
才顺利脱手。

杨玉华说，老吴前几年虽然就脱
了贫，但其收入来源主要靠畜禽养殖
增收，要是这些畜禽卖不成钱，他家生
活就会陷入困难，还会面临返贫的危
险。为了降低老吴生产生活受疫情的
影响，今年4月，在杨玉华的支持鼓励
下，老吴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将房屋后
面的竹林开垦出来养殖了300只鸡。

老吴卖鸡难只是疫情影响下垫
江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一个缩影。今
年2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全县物流运输困难，农业企业面
临着复工难，农副产品出现滞销，尤
其是对刚脱贫和临贫风险的边缘户
来说，打击更大。

为取得战疫战贫的双胜利，降
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贫
困群体生产生活的影响，全县在落
实“四不摘”要求的同时，5052名结
对帮扶干部开展了“五访五帮”走访
调研和“五查五改”问题排查行动。

同时，还出台了《垫江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实施方案》《2020年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垫江县2019年
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重要讲话
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头看”工
作实施方案》具体工作方案，落实好疫
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24条措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其中“五访五帮”，即访贫困群众
家庭影响情况，帮贫困群众增强防疫
能力；访贫困群众就业务工情况，帮贫
困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访贫困群众春耕
备耕情况，帮贫困群众落实产业发展；
访贫困群众农产品积压情况，帮贫困群
众解决滞销难题；访贫困学生居家学习
情况，帮贫困学生全员参加学习。

如今，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已帮助贫困户销售农副
产品达200余万元，组织8331名建
卡贫困户有序外出务工，新开发用于
临时性公益性岗位498个，8个扶贫
车间复工复产以及全县所有的工农
业企业顺利复工，建立贫困学生和送
教上门学生档案4000余个，在解决
贫困群众各类生产发展难题的同时，
杜绝了脱贫户返贫和临贫风险边缘
户致贫问题，实现了所有监测对象的
稳固增收。

进行饮用水质监测

况宇
图片由垫江县扶贫办提供 百日大会战入户自查评估

建卡户在香菇基地就业

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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