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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即是决战，全程都需
冲刺。”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
委书记周少政表示，今年是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涪陵区将

集合政策、集聚资源、集中力量，聚
焦三大方面发起总攻。
首先，坚持滚动排查、坚持全面核对、

坚持“四个不摘”，把贫困户的后顾之忧解
决到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涪陵区
全力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第一时
间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户增收100余

万元。
其次，通过建立完善长效机制，防止返贫和

新增贫困。近年来，涪陵探索推行益贫带贫机
制，依托龙头企业发展榨菜、中药材等扶贫主导
产业，累计带动1.3万余户贫困群众脱贫。立足
自然禀赋、文化资源，开展四季乡村旅游，让贫
困群众在家门口增收脱贫。大木乡依托高山生

态资源，发展避暑休闲观光旅游，农民人均年收
入从不足2000元增长至1.5万元。

第三，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并重，强化
扶贫政策措施与贫困群众参与挂钩。当地先后
举办“身边的脱贫故事”等宣传宣讲1190场次，
累计开展技术培训127期惠及9000余人，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2.3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

聚焦三大方面发起总攻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5月2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获悉，一年
来，该乡严守“两不愁三保障”底线，通过3轮全覆
盖全方位走访排查，摸清问题底数，逐户逐项解
决。如今，全乡贫困人口减少到12户30人，贫困
发生率从2018年的1.72%降至0.43%，脱贫攻坚
质量不断提高。

在“吃穿”方面，中益乡通过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现已实现在家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产业100%
覆盖。此外，中益乡还开发公益性岗位315个，引
导709名贫困群众转移就业，为115户无劳动力、
弱劳动力贫困户精准落实低保兜底，“两不愁”更
加托底。

义务教育保障方面，该乡已全面落实414个
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实现教育资助覆盖率
100%，并在中益小学新建寄宿制学生宿舍楼910
平方米，扩建学生食堂220平方米，通过常态化安
全监管，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

基本医疗保障方面，“资助参保”“先诊疗、后
付费”“一站式”服务等健康扶贫政策在中益乡得
到严格落实，539户1840人贫困对象全部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围绕“贫困户房屋鉴定准
不准”这一问题，中益乡再次对全乡土木房屋走访
核实，对原鉴定结果有偏差的24户重新挂牌。为
全面消除土木房屋安全隐患，防止因灾返贫，当地
还利用市委办公厅帮扶集团捐赠资金，对7个村
830户土木房屋老旧线路进行了专项整治，全面排
除房屋火险隐患，一年来未再发生1起火灾。如今
中益乡贫困对象住房安稳也达到100%。

不断提升脱贫攻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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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垫江县委书记
蒲彬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感人的脱贫小故
事。

去年3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医学博士豆虎，被选派到垫江县砚台镇太安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豆虎初来乍到，
村民一开始不太“买账”。到任后，豆虎带领

队员，挨家挨户走访，摸清村里的情况，
引导全村80%农户参与花椒种植，
帮助村集体经济收入9万元。从
此，村民对豆虎信赖有加。

33岁的夏余波，曾经是垫江

县鹤游镇金钱村的建档贫困户。在帮扶干部的
带领下，夏余波通过发展大棚蔬菜种植脱了贫。
今年2月，他主动把地里的4万斤蔬菜捐给抗疫
一线。在他的带动下，同村的村民也自发捐菜。

曹回镇大坪村脱贫户刘德学，在扶贫干部
的帮助下，养殖小龙虾脱了贫。脱贫后，他成立
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13户贫困户抱团

发展，带领更多人一起脱贫。
“脱贫攻坚路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蒲

彬彬说，目前，垫江县除2019年新识别的贫困群
众1户3人外，其余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9804户
31588人全部实现脱贫。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垫江将严格落实“四个不摘”，高质量完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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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感人故事多

到北京开会前，全国人大
代表、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特
意走访了几个边远山村，了解
巫山脆李的生长及销售准备情
况。

目前，全县已种植巫山脆李25万
亩，脆李成为全县脱贫攻坚的主打产

品。李春奎说，巫山的农村变化巨大：截至
2019年底，巫山累计实现24384户89003人稳
定脱贫。脆李、柑橘、核桃等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助农增收效果明显，其中巫山脆李亩产
达1.6万元，可以说田间地头都种上了“摇钱
树”，巫峡大地成了“花果山”。

李春奎说，目前，巫山正努力打好3场战
役。一是坚决打赢打好“百日攻坚大会战”，
重点是聚焦还未脱贫的部分贫困群众、市级
深度贫困乡镇、4个定点攻坚村等，确保稳定
脱贫。二是坚决打赢打好“突出问题歼灭
战”，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国家考核
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确保饮水安全、住房安全、义务教

育及基本医疗等全面保障。三是坚决打赢打
好“稳定收入保卫战”，抓好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销售、贫困户就业保障、惠农政策兑现、社
会兜底保障等。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要体现在
当前能脱贫，更要注重长远能致富。目前，我
们正促进深化脱贫攻坚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
衔接，推动稳定脱贫、逐步致富。”李春奎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

田间地头种上“摇钱树”

这些年，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全国
人大代表、石柱县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建兰都看在眼里。

她说，脱贫攻坚以前，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物资运输全靠肩挑背扛。现在，村村都通水泥
路，物资进出有了汽车运输。

谭建兰欣喜地看到，在各级党委、政
府帮助下，贫困户落实了“两不愁三

保障”。“扶贫干部们走村进户，帮
助贫困户发展产业，为他们播撒
了希望的种子。”

在谭建兰看来，要确保群
众稳定致富增收，需要长效的

产业机制。目前，这种机制正在形成。比如，
石柱的黄连、辣椒、莼菜已经成为带动脱贫攻
坚的主导产业。上进村贫困户谭正兵在谭建
兰的帮助下，种植了 5亩辣椒。为帮他稳定
增收，合作社为他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术
服务，并保证收购他家所有的辣椒。此举让
他年收入超过1.5万元。不仅如此，政府还帮
助他修缮房屋。目前，谭正兵一家人日子越

过越红火。
谭建兰认为，脱贫攻坚要取得显著成效，激

发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动力非常关键。她说，现
在，农村等靠要的思想少了，自力更生改变落后
面貌成为风尚。

“党的政策好，贫困户正努力向前跑。”谭建
兰说，“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脱贫
攻坚必定会圆满收官！”

全国人大代表、石柱县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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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改变了面
貌、增加了收入。”全国人大代表、酉
阳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委会主任

冉慧介绍，近年来，天山堡村依托临近
桃花源5A级景区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

乡村旅游，村民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冉慧说，过去天山堡村只有一条3米宽、11

公里长的通村路，饮用水也是“天落水”，产业基
础薄弱，全村贫困户多达188户814人，是桃花
源街道唯一的贫困村。把路修起来，让日子好
起来，是乡亲们共同的期待。

为此，天山堡村连续3年聚焦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人居环境及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精准施
策到户到人、走访帮扶、对接帮扶等，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硬骨头；同时，村里大力发展烤烟、高
山蔬果、中药材等产业，探索农文旅游融合发展
模式和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发展高山观光、
休闲乡村旅游。目前，天山堡村已实现贫困户
产业到户全覆盖。

冉慧介绍，如今，便民路、产业路和旅游路
已遍布全村，荞木坨美丽乡村示范点获评当地
最美村寨，非遗“苞谷戏”这一文旅载体，已发展
为一张特色旅游名片。随着乡村特色旅游走上
正轨，很多搬出去的村民又搬回来了。“我们将
进一步聚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
众增收致富。”冉慧说。

全国人大代表、酉阳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委会主任冉慧

村民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栗园园

5月 21日上午，在中益乡光明村集中安置
点，重庆日报记者见到村民余修培，他喜滋滋地
说：“政府给减免药费，还让我住上新房子，带领
我发展产业，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今年70岁的余修培身患类风湿，剧烈的疼痛
让他几乎无法劳作，家中只剩下老伴一个劳动
力，一家人因此陷入贫困。

2017年，中益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中药材种植，光明村也不例外。就在此时，新
来的帮扶责任人谭祥华找上了余修培，“村上准
备开始种植前胡，你们也加入进来吧。”

余修培拿出自家4亩多地由老伴负责种植。
2018年，病情有了缓解后，他也拄着拐杖下地帮
忙。“这个产业确实好，一亩效益3000元左右，一
年能赚1万多元！”余修培说，借助前胡产业，他于
2018年成功实现脱贫，并搬进了如今的新家。

脱贫后的余修培并未止步。去年，除种植前
胡外，他和老伴还种了2亩辣椒，养了2头猪，年
收入接近3万元。

如今，余修培又有了新期待。“村上说今后要
种经济效益更好的蓝莓，年初我就把家里的地都
流转给了村集体,我打算到基地去务工。”余修培
说，按照每天100元工钱计算，加上土地流转费以
及分红，今后他们的收入还能进一步提高。

两年前脱贫的老余
如今又有新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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