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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脱贫大文章
书写振兴新答卷

潼
南

潼南于 2002 年被确定
为市级扶贫开发重点工作
县，经历了整村推进、整村脱
贫、片区开发、脱贫攻坚、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五个阶段。
2016年 4月，正式获批退出
市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7年 7月以来，潼南
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懈
怠、不松劲，倾力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尤其是在脱贫产业
发展、贫困户就业、农产品销
售方面，做好“实”字文章，出
台实际举措，脱贫攻坚取得
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区
共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4085户48777人，边缘易致
贫户529户1352人，脱贫不
稳定户380户1065人，已纳
入监测重点关注。贫困发生
率由 2014 年建档之初的
6.1% 下 降 至 2019 年 的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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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扶贫产业“牛鼻子”
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

产业的持续发展壮大，是实
现贫困户持续增收的重要基
础。为此，潼南区异常重视扶贫
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着力将每一
个扶贫产业都做深做实、做大做
强。

在潼南区塘坝镇金山村，养
虾水田一块接着一块。近年来，
潼南区将小龙虾作为脱贫攻坚
重点项目之一，在政策、资金等
方面大力进行扶持。短短几年
时间，潼南小龙虾产业就迅猛发
展起来，成为潼南农业的一张新

“名片”。目前，潼南区从事小龙
虾养殖经营规模主体已有200
余家。

塘坝镇觉山村4组的陈家
秀就加入了养殖行列，试养了3
亩。陈家秀说，她家曾因病因学
致贫，但她相信，只要努力就一
定可以过上好日子，所以她发展
了养猪产业，让一家子脱了贫。
在全区发展小龙虾时，她又加入
了养殖行列。2018年小龙虾每
亩纯收入达到了8000多元，初
尝甜头后，她又和朋友一起在村
里流转了130亩水田，扩大了养
虾规模。

这仅仅是潼南产业扶贫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潼南大力推
动产业扶贫，出台《潼南区加快
贫困村主导产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明确贫困村和重点村年度
产业发展任务；鼓励支持贫困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农业资
金项目，优先支持带贫机制健
全、带贫效果明显的经营主体；
构建财政资金“改补为奖”“改补
为贷”“改补为保”“改补为股”

“改补为酬”的“五改”工作机制，
改进到户帮扶方式方法，切实提
高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绩效，
激发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内生动
力。

面对贫困户缺技术的现状，
潼南区加强了产业技术指导与
服务。组建了5个产业扶贫专
家组，制定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
员制度，选派180名区级产业发
展指导员、明确246名镇级产业
发展指导员，构建区、镇两级产
业发展指导体系，充分发挥产业
扶贫专家组和产业发展指导员
进村入户、上基地开展产业技术
指导与帮扶作用，定点定人帮扶
贫困村、贫困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切实解决各类主体在发展
产业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

同时，潼南区还积极建立完
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围绕七大扶贫主导产业，
贫困村和重点村已发展粮油、蔬
菜、柠檬、生猪、渔业、特经、中药
材等主导产业10.26万亩，发挥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联
结机制作用，90家区级以上龙
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
业、生产托管、资金入股、产品代
销、股权化改革、人员培训等方
式带动10000余户贫困户增收
收益，投入8000余万元实施55
个股权化改革项目，带动2362
户贫困户持股分红。培育贫困
村致富带头人198人、非贫困村
致富带头人245人，持续带动贫
困户增收致富。

截至2019年，潼南区贫困
村产业产值达到16.7亿元，较
2014年增长58%，50个贫困村
和9个重点村共建立主导产业
和增收产业基地300余个，规模
化产业基地达9.1万亩，实现了
村村都有规模产业覆盖的目标，
拥有千亩以上规模化产业基地
的贫困村（社区）达到30个以
上，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
村”，为贫困户持续增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聚焦就业难点痛点
帮助贫困户更好就业

就业是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途
径之一，然而很多贫困户都缺乏一
技之长，持续稳定就业较为困难。
为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过程
中，潼南聚焦这一贫困户就业难点
痛点，出台系列实际举措，帮助贫
困户更好的就业。

一方面建立贫困人员就业状
况和就业需求实名调查机制。对
全区16周岁以上的贫困人员和易
地搬迁贫困户开展了就业状况和
就业需求信息收集工作，将贫困户
的就业情况和需求录入重庆市贫
困人员就业情况或需求调查系统，
实行动态跟踪。另一方面扎实做

好就业服务，开展
母婴护理、电工、美容
等技能培训，建立就业
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户就近
就地就业。

田家镇巨科环保电镀就业扶
贫车间在用工方面就为贫困户开
了“绿灯”。为了让扶贫户轻松就
业，对文化不高的，通过培训掌握
一定的生产技能，就可以及时上
岗；年龄较大且适合体力劳动的，
可以做一些例如打包、装箱之类的
手头活，让贫困户能高高兴兴进
厂、愉愉快快挣钱。截至目前，这
个车间共有85名员工，其中29名

便是贫困户、2
名残疾人，贫困人员占员工比例达
36%。

今年疫情期间，位于潼南区五
桂镇东南村的扶贫车间在完善各
项复工手续后，率先复工复产，召
回了部分当地贫困户。

“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既照顾了家里，又可以增加家中的
收入，对于我们贫困户们来说是非
常方便和乐于接受的。”工人们开
心地说道，接到企业通知让回来上
班，企业做好了疫情防控工作，让
大家在车间工作非常放心。

疫情期间，为帮助贫困户就近
就业，潼南区还根据实际需求，通
过举办网络招聘会、职业技能上线
培训等方式，丰富就业选择和创业
支持渠道，对就业困难人员设立公
益性岗位，共安置2124名贫困人
口就业。通过采取定制专列等方
式，帮助2.41万名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外出务工贫困户较去年高2
个百分点。

针对少数返乡农民工，潼南则
采取“以产、以需、以岗”定培等措
施切实增强创业就业技能，提供

“送政策上门、送岗位到人”服务，
确保实现稳岗就业。

聚力消费扶贫 让贫困户产品不愁销

“我们刚定的10只鸡，什么时
候可以送到？”“母鸡和公鸡能不能
选？”“刚刚下楼去取了，2只鸡都还
挺重的。”……

看着“潼掌柜”粉丝群里的热
闹，“潼掌柜”平台一直在增加的订
单，潼南区柏梓镇梅家村百姓种养
殖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刘琪林心里
乐开了花。终于为这批果林散养
土鸡找到了销路，压在刘琪林心头
许久的一块大石落了地。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农产
品出现滞销。为了帮助广大农户
特别是贫困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难
题，潼南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利用
建成的20个镇级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为辖区内的村社特别是贫困村
提供电商服务，基本实现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

同时，潼南整合韵达、百世汇
通、中通、圆通等快递物流企业在
潼南资源，引进菜鸟物流，开展末
端共同配送业务，初步构建起区镇
村三级物流快递网络，畅通了农产
品的外送渠道。在大路服务区、潼
南服务区等高速服务区内设置了

潼南名特优产品专柜，销售潼南农
产品。

特别是前期大家足不出户的
时候，潼南推动开展了100场“媒
体+电商”消费扶贫战“疫”助农直
播活动，优选潼掌柜、六养优品、潼
城好货、邮乐购等10个电商平台，
上架100余种消费扶贫产品。

于是，刘琪林联系到了潼南区
传媒集团“潼掌柜”电商服务平
台。接到求助电话后，“潼掌柜”马
上和潼南区农业农村委的检疫人
员赶到梅家村核实情况，并立即着
手筹备直播活动。

“买对不买贵，看我潼掌柜。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一批果林散养
土鸡……”4月3日上午10点，平
台主播郭浩准时在镜头前开始为
百姓种养殖股份合作社的直播带
货。为了活跃直播氛围，现场抓土
鸡，邀请大厨现场烧鸡，麻辣、清
炖、小煎……招募的“美食家”在镜
头前试吃，现场香气四溢。1个小
时的直播，500 余个订单蜂拥而
至，一下就解决了刘琪林面临的销
售难题。

“直播带货让贫困户获得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接下来，我们合作
社里的三月瓜、葡萄等产品也将入
驻‘潼掌柜’电商平台。‘媒体+电
商’平台也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
道，再也不担心农产品的销路了！”
刘琪林乐呵呵地说。

在潼南“8·12”“8·16”洪灾中，
沿江7个镇街、47个村居不同程度
受灾，共有贫困村5个、贫困户156
户 545人、扶贫项目30个受到影
响，潼南区电商平台又开展“专
销”，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开展

“专带”，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专
购”，累计销售农副产品726.3 万
元，确保全区农产品没有出现因
疫、因灾滞销现象。

截至目前，潼南区电商直播带
货销售额已超过1000余万元。除
了电商平台外，该区238个财政预
算单位以及1万余名党员干部和
群众共完成消费扶贫采购7800万
元，有效解决了扶贫产品难卖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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