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脱
贫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巫山县自2018年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后，坚持“四个不摘”，通过建
立完善长效机制，防止返贫和新增贫
困，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截至目前，巫山县累计完成120个
贫困村、2.4万户8.9万名贫困户脱贫。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
年的6935元增长到2019年的11229
元，年均增速10.6%。与此同时，巫山
县还将脱贫增收与长远致富结合起来，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确保贫困户逐步能致富。

因地制宜确保帮扶适村适人

巫山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我市最
东端的县。这里山高坡陡、峡谷幽深，
山地面积占全县面积96%，全县一半
以上贫困户生活在海拔1200米以上高
寒边远山区，经济基础薄弱，因灾因病
致贫现象突出。

“我们的脱贫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巫山县县委书记李春奎坦言，自新一轮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巫山对照“两
不愁三保障”，因地制宜实行“六个一
批”，实现贫困群众全覆盖。

具体而言，即是从产业、生活生产
条件、生态环境、社会公益事业和保障
工程等多方面持续发力，分类施策、对
症下药、精准到人，通过教育资助一批、
医疗救助一批、搬迁安置一批、产业脱
贫一批、转移就业一批、低保兜底一批，
确保帮扶适村适人、有的放矢。

脱贫攻坚以来，全县累计整合各类
扶贫资金近80亿元，用于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贫困户产业扶持、医疗救助、
教育资助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山东
烟台市、市委宣传帮扶集团等帮扶单位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巫山脱贫攻坚输
血、造血，实施包括无偿援助资金，补齐
各项短板，开展消费扶贫等措施。

截至目前，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全面
升级，新建、改建公路3500余公里，实
现村村通畅、组组通达；新建、整治饮水
工程 3500 余处，铺设管道 2.23 万公
里，99%以上的农户用上了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大力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治理，增添垃圾收运点900余处，累计
实施农村户厕改造10.7万户、公厕改
造64座，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就业＋产业”确保贫困
户稳定增收

巫山县将就业扶贫与产业扶贫相
结合，不断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

巫山县县长曹邦兴介绍，巫山首先
加大职业培训，努力实现有条件的贫困
户“1户1人1技能”，打造“巫山建工”

“巫山红叶姐”等劳务品牌，并与北京、
上海、广州、重庆主城等家政服务行业
达成合作协议，实现劳动力有效输出。
截至目前，该县每年向外输出劳务18
万人，其中贫困家庭3.8万人以上，每
年劳务收入50多亿元，有效助推脱贫
增效。

“我们还确定了‘1+3+2’特色农业

产业体系。”曹邦兴介绍，“1”指脆李，
“3”指中药材、柑橘、核桃等特色产业、
“2”指烤烟和生态畜牧业。目前，全县
经济作物比重接近70%，产业覆盖率
达92%，其中巫山脆李已成为带动村
民脱贫增收的“金果果”，今年全县脆李
种植面积达23.5万亩，覆盖22个乡镇
135个行政村，全部进入丰产期后，可
年产脆李30万吨。

为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巫山县大
力发展农村电商。通过不断完善县、乡、
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培育电商服务网
点，打通特色农产品流通“最初一公里”，
实现特色产品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
去年，巫山农产品电商交易额达10亿
元，其中，仅巫山脆李就超过2亿元。

巩固脱贫成效确保村民
逐步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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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奎表示。

在巩固脱贫成效方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是最大的“拦路虎”，也是最难
啃的“硬骨头”。脱贫攻坚初期，全县9
万名建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就有

2.5万人，占贫困人口总数28%。
为此，巫山着力完善县、乡镇、村三

级医疗体系，实现村村建立标准化卫生
室，配置合格村医；开展“千名医务人员

‘一帮一’救助贫困家庭患者”攻坚行
动，实现有意愿的建卡贫困户家庭医生
签约全覆盖。同时对因病致贫的贫困
户，采取医保报销、医院减免、政府补
助、患者自付“四个一点”治疗费用结算
模式，保障贫困户有地方看病、看得起
病。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实施医疗救助
7.7万人次，累计金额3.5亿元，患者自
付比例控制在10%以内。

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巫山县以产
业振兴为抓手，一方面，借助农村“三
变”改革，唤醒土地、山林、宅基地等农
村沉睡资产，完善农民与各经营主体间
的利益联接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另一方面，持续推动三产业融
合发展，尤其是将乡村旅游融入农业发
展中，以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
际红叶节、长江三峡（巫山）李花节两大
旅游品牌为载体，打造了12个乡村旅
游示范点，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摘
果、冬赏红叶的四季乡村旅游格局。目
前，全县共建成星级农家乐158家，带
动10万余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结合脱贫增收与长远致富 有机衔接乡村振兴

巫山巧打稳定脱贫“组合牌”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9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脱贫攻坚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委宣传部帮
扶集团进驻巫山县双龙镇后，坚持扶贫
与扶志相结合，通过推选先进典型，讲
好身边故事等方式，营造起主动脱贫的
氛围，让脱贫攻坚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
力。

双龙镇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

严重，“要让他们彻底告别贫困，首先
得激发他们的志气。”市委宣传部办公
室主任何浩坦言。为此，他们挖掘了
一大批凭勤劳摆脱贫困的先进典型，
并通过报纸、电视台、新媒体等平台对

他们平凡而感人的脱贫故事进行宣
传。其中，“当代愚公”毛相林带领村
民绝壁修路的故事引发社会强烈反
响，新媒体点击量超过1.5亿。同时，
组织开展“榜样面对面”微宣讲、“身边

的脱贫故事”微访谈、“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凝聚起脱
贫攻坚的精神力量。

目前，双龙镇 10 个贫困村全部
实现脱贫摘帽，带动贫困户 1788 户
6617 人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巩固脱贫成效，引入社会组织
和民间资本，夯实产业基础，打造一
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何浩告诉
记者。

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

扶贫又扶志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多亏党的好政策，我的日子才越
过越有盼头。”9月21日，在市脱贫攻
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巫山县双龙
镇安静村建卡贫困户刘敬春动情地
说。这几年，在政府帮扶下，他发展起
葡萄产业，不仅成功脱贫，还成为当地
致富带头人。

刘敬春患有严重的腰椎病，曾因治
病欠下20余万元外债。2015年，新一
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他被精准识别为
贫困户。“戴着‘贫困户’的帽子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想自力更生摆脱贫困，可
一想到大山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又没
了信心。”刘敬春说，就在这时，驻村干
部来家中，给他讲政策、拉家常，带他到
县城观看脱贫攻坚汇报演讲，参加“扶
贫日”活动，重新点亮了他脱贫致富的
希望。

2017年，刘敬春筹集资金接手了

当地一个废弃葡萄园。除草、整地、起
垄、补苗……他和妻子每天起早贪黑，
重新栽种了两万余株葡萄，又将葡萄园
内东倒西歪的水泥桩一根一根扶正、固
定，最忙的时候，一日三餐并做两餐，一
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只要产业能
搞起来，再苦再累都值得，我要凭自己
的双手让日子越过越好。”

2018年，葡萄园喜获丰收，平均亩
产达2000斤。政府和工作队又忙着帮
他找销路，他们利用电商平台、朋友圈、
水果展销会等渠道扩大知名度，随着一
辆辆卡车开进果园，刘敬春的葡萄终于
走出大山，甚至远销北京、广州。“这一
年，我仅种植葡萄就挣了10万元，终于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刘敬春说。

如今，刘敬春不仅还清了外债，还
用赚到的钱又发展了300亩柑橘园，办
起水果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搞产
业，“过去是政府帮助了我，如今轮到我
帮助其他人。”

脱贫榜样刘敬春

“凭自己的双手让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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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见习记
者 王天翊）爬坡时防后溜，下坡时
防后轮抬起；仪表屏支持多媒体应
用和车载电话……9月2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摩托
车博览会（以下简称摩博会）现场了
解到，本届摩博会上，500多家企业
展示了上千款展品，其中不乏各种

“黑科技”。
安全性和长时间驾驶影响舒适

感，一直以来都是摩托车驾驶的痛
点，本次轻骑铃木发布的DL1050等
几款新车带来了该问题的智能化解
决方案。搭载铃木智能骑行系统的
DL1050，可以通过负载辅助控制系
统，自动感知负载的增减，实现最佳
制动。同时借助液压传感技术，持
续不断地学习制动减速的变化，最
大程度保障骑手安全。

此外，巡航控制系统可使车辆
保持在设定的速度下行驶，减少长
途驾驶的疲劳。

宗申动力展出的赛科龙RX6配
备了电子节气门，可实现精准供油，
将发动机性能发挥到极致；最新的
滑动离合系统，让档位切换更加平
顺，提高操控舒适性；弯道辅助功
能，可提高车辆过弯稳定性。

本届摩博会展出的摩配，也代
表了行业高端技术。例如，无极机
车发布的无极500AC上，有一块智
能化TFT液晶仪表屏，不仅可以显
示传统仪表盘上的速度、油量等信

息，还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接，
提供投屏、多媒体应用、车友组合、
车载电话等丰富功能。又如，福爱
电子有限公司展示了其最新的电喷
发动机FAI-M9，采用全新算法和
全新喷嘴设计，在满足国IV排放标
准的同时，实现性能和降噪双提升。

同时，摩博会现场超高的人气
也给参展企业带来信心。“今年展会
实际火爆程度远超预期。”宗申动力
展台负责人说，本届展会，宗申携带
30 多款摩托车参展，展台面积达
900多平方米。但在开展当天，观众
依旧挤满展台。展会尚未结束，宗
申展台的销售额就比上届展会翻了
一倍。

在N7馆，无极机车展台的人气
也很旺。无极机车现场发布了3款
新品，仅3天时间，这3款车销量都
超过 200 台。宗申展台负责人表
示，不少企业都认为，本届展会火
爆，反映出的市场潜力，让他们对未
来发展更有信心。有此现状，得益
于年轻人对摩托车认可度的提升。
宗申展台负责人说，年轻人正成为
摩托车的主要用户，他们对摩托车
的定位是“玩车”，而非“代步”。所
以，市场中，大排量、休闲娱乐款车
型关注度增长迅速。

“本届展会，各大品牌展出的车
型都是酷炫，甚至充满科技感的。像
以前那样千篇一律的车型，如今已不
受欢迎。”无极机车展台负责人说。

500余家企业
摩博会上亮出“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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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9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
悉，受益于退税率提高、电子化退税
提升效率等，1-8月，我市累计为
1958户企业办理出口退税98.14亿
元，同比上升21.4%。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税费优惠政策，助力外贸外资稳健
发展。比如3月17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称，提高
1464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有
1084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3%。这给企业发展注射了一剂

“强心针”。
重庆虬龙科技有限公司是大渡

口区一家主营研发、生产、销售电动
车及配件等业务的企业。出口退税
率调整后，部分电摩产品及配件退
税率从9%提高到13%，今年前7个
月，该企业累计实现免抵退税852万
元。“退税率提高政策很及时，对我
们公司保障国际订单的作用立竿见
影。”公司财务负责人说，目前公司
已扭亏为盈，利润逐月攀升。

数据显示，3月20日至8月底，

全市已有254户企业增加退税1056
万元。

除了退税率提高，无纸化申报
也为出口退税架起“高速路”。“从提
交出口退税申请，到税务部门核准，
全程用时不到1天！”重庆富川古圣
机电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杨杰为税
务部门点赞。

出口退税跑出“加速度”，源于
重庆税务部门联合人民银行金库推
出的“全程电子退库”功能。所有退
税业务进入受理环节后，资料传递
电子化、标准化，各审核环节自动核
查退税疑点，退税业务平均办理时
间较以往压减超过50%。通过推行
在限额内先退税后核查、“非接触
式”容缺办理、全时段随到随审等新
方式，将正常出口退（免）税业务办
理时间进一步压减。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重庆税务
部门共办理无纸化“非接触式”退税
备案变更743笔、开具证明895笔，
无纸化退税额占比达 96.25%，为
174户次企业提供容缺办理，拓展

“单一窗口”出口退税申报功能。

1-8月重庆累计办理
出口退税98.14亿元

同比上升21.4% 惠及1958户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