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嘱托 接续奋斗

精准施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新年伊始，中益乡盐井村的驻村干部针
对该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始挨家走访，
再次进行摸底排查，同时了解村民们年后有
什么打算、是否有务工需求，好逐户逐项地
精准施策，防止脱贫群众返贫。

49岁的文淑兰2018年因丈夫残疾导致
返贫，在村干部的帮扶下，她当上了护林员，
加上务农，一年下来有近2万元收入。虽然
已经脱贫，但为了让文殊兰有持续的增收渠
道，驻村干部准备推荐文淑兰去村里的扶贫
车间工作。

“主要是怕技能跟不上，去了干不了他
们的活儿。不过村里干部说年后会组织中
蜂养殖和中药种植的培训，只要肯学，肯定
能做好的。”听闻年后村里将组织技术培训，
文淑兰打消了心里的顾虑。

近年来，为加强农村低保工作管理，石
柱全面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和“两不愁三

保障”问题动态监测，明确了“1353”动态监
测处置流程，重点对未脱贫户、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开展动态监测，实施“一户
一策”，确保突出问题立查立改、常治长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目前的重要
工作，这几年的工作成果证明‘1353’动态监
测处置流程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我们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防止返贫、致贫和帮扶机
制，正在研究制定《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监测帮扶办法》。”石柱县扶贫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办法对照“四个不摘”重要
要求，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收支状况，注
重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结合，以村为单
位，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因病因
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
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分层分
类开展针对性监测帮扶，坚决防止大规模返
贫，保证脱贫攻坚成色，接续推动群众生活

改善。
针对已脱贫户，按照“1353”动态监测处

置办法，每月底入户排查“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和收入、支出情况，排查出的问题由
驻村工作队汇总后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3
个工作日内核实解决，无法解决的次月5日
前报相关行业扶贫指挥部，指挥部3个工作
日内形成整改方案并动态清零。

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除
继续执行“1353”动态监测处置办法外，还配
合“渝扶贫APP”用大数据手段提升数据监
测准确性和完整度；同时，针对监测问题提
出帮扶措施，落实各项帮扶政策。

此外，针对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
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户，该县还
通过建立主动申请、信息比对、帮扶回访三
项防范机制的方式，实施帮扶对象动态管
理，防止返贫致贫现象发生。

1月19日下午5点，贫困户罗洪俸从中
益乡盐井村便民服务中心扶贫车间走出来，
回到居民点骑着三轮车驶往2公里之外的中
益乡小学，接回放学的儿子和女儿后，又拿
起扫帚来到公用停车场打扫卫生。

罗洪俸患有慢性肺气肿，曾在外务工并
娶妻生子。2015年，他因病情日益严重失去
劳动力回到家乡。外出务工结识的妻子与他
归乡后看到他老家的贫困状况，抛下他和2个
孩子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2018年，盐井
村在打造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点时，通过旧房
复垦、贫困户补助和社会爱心人士资助，帮助
罗洪俸建起了占地60平方米的新房。

“被评为贫困户后，看病难的问题解决
了，病情得到了缓解。更何况我们一家三口
住上了新房，享受着低保待遇，又有公益性
岗位，又在扶贫车间上班，一年下来能挣4万
多元。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一定要心怀感
恩，不能坐着等救济。”说起现在的家庭、学

校、扶贫车间、保洁场所“四点一线”的生活，
罗洪俸清瘦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近年来，石柱坚持把优先支持贫困人员
就业摆在重要位置，千方百计巩固就业帮扶
成果，强化内生动力、拓宽就业渠道由表及
里，拓宽就业帮扶深度，助推脱贫攻坚。

紧扣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扎实做好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以“转移就业一
人、带动脱贫一家”为出发点，以服务于村风
貌维护为目的，为困难群众脱贫找准好路
子。自2016年以来，全县累计通过公益性
岗位安置贫困人员5386人，目前结存在岗
3701人，帮助贫困人员稳定增收达到5000
元以上。

紧扣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员技能双向需
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各类扶贫
培训7.33万人次，基本实现有培训需求的贫
困人员应训尽训；积极搭建就业服务平台，
开展各类招聘会，为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提

供完善的就业服务；累计新建（认定）扶贫车
间13家，通过各种渠道累计促进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24554人，基本实现每户贫困户至
少有一人实现转移就业。

此外，石柱县还突出精神扶贫的正向激
励作用，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扶贫夜校”、梦
想课堂、乡贤讲理堂等宣传思想阵地，不断
加强扶贫政策宣传、励志典型选树、增收技
能培育、攻坚氛围营造，引导广大群众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群众由“要我脱贫”向

“我要脱贫”的彻底转变，不断激发干群合力
攻坚、战胜贫困的斗志和动力，全县处处呈
现出党员干部带着干、致富能人帮着干、贫
困群众主动干的生动局面。

敢吃黄连苦、不怕辣椒辣、乐享蜂蜜甜
——如今，石柱县乡乡有扶贫产业、村村有
增收项目、户户有致富门路、人人有生活保
障，处处生机盎然。

创新监测机制 探索精准有效的战术
石柱，地处三峡库区

腹心，是集民族地区、三峡

库区、革命老区、武陵山特

困地区于一体的特殊县

份，也是全市14个国家级

重点贫困县之一。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石柱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尽锐出战、攻坚克

难，调动900多名干部驻

村扶贫、4000多名机关干

部落实结对帮扶责任、精

准安排扶贫项目6000余

个，形成了攻坚拔寨的磅

礴力量。

牢 记 使 命 ，不 负 嘱

托。2019年4月，石柱以

零漏评、零错退、群众认可

度97.91%的良好成效，一

举摘掉国家级贫困县“帽

子”；2019年10月，石柱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

新奖；全县累计实现85个

贫困村17541户63101人

脱贫，所有贫困村均出列、

所有贫困人口均脱贫达

标。2020年，贫困群众人

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可达

12515元。

展开石柱脱贫攻坚战

的卷轴，精准有效的战术、

直击要点的利器、不屈不

挠的精神......亮点纷呈，波

澜壮阔。

紧扣产业发展 锻造直击要点的利器

1月8日，合作共建重庆市山地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签约仪式在石柱举行。这是继5年
前成立重庆市农科院武陵山研究院后，市农科
院助推石柱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又一
新举措。据悉，该项目拟选址于石柱县冷水镇
八龙村，项目建成后，将为石柱农业产业的品
种选育、种植技术、农产品质量标准、农产品加
工、科技服务等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围绕产品质效提升下功夫，做长产业链
条，是石柱众多乡镇实现蝶变的关键。近年
来，石柱立足“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
题，围绕高、中、低山进行布局，有序推进30
万亩中药材、30万亩果蔬、30万群中蜂和年
出栏30万头生猪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四个30万”工程，打造“源味石柱”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持续做大做强蜂蜜、莼菜、辣
椒、黄连、李子、茶叶、天麻等“石柱”系列单

品品牌，品牌价值和经济效益日益体现，走
出了产业扶贫新路子。

推进“三变”改革，筑牢富民强村基础。
石柱坚持“盈利共享、风险共担”原则，以固
定分红、保底分红、效益分红、实物分红等灵
活多样的股权收益分配机制，深入完善村集
体、成员和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分配机
制。先后选择中益乡华溪村、黄水镇金花村
等村先行试点探索了农村“三变”改革，2020
年再次新增南宾街道城北社区等28个“三
变”改革试点村。目前，各试点成效初显，累
计培育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4家，带动
3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累计达到
980.9万元、2346户贫困户实现脱贫。其中，
华溪村2020年村集体实现收入560万余元，
累计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40万余元。

狠抓“三品”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打好“绿色、
有机、康养”牌。通过县校（院）合作，加速推
进“金种子”工程，展示示范推广马铃薯、辣
椒、玉米、中药材、果树等优良品种42个，推
广面积达6.3万亩，自主选育的“石辣1号”

“石辣5号”“石辣6号”“石辣7号”等获农业
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认证；围绕
提品质，积极推进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生
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追
溯体系，县、乡镇（街道）、村社和企业四位一
体的监管检测格局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全面提高；围绕创品牌，2020年新培育“二
品一标”35个，累计培育品牌农产品262个，
认证总产量38万余吨。目前，黄连、莼菜、辣
椒、蜂蜜先后被认定为市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其中黄连、莼菜被认定为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全民鼓足干劲 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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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不愁三保障”——2015年
以 来 累 计 实 施 临 时 困 难 救 助
11791 人次 3093 万元，实现所有
人员不愁吃不愁穿；累计资助贫
困家庭学生 56.14 万人次 3.75 亿
元，义务教育适龄学生入学率
100%、巩固率100%；完成85个贫
困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累计救
助贫困病人 57.67 万人次 1.66 亿
元，大病救治率、在家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均达100%；建
成集中安置点 6 个，搬迁安置
1854户6636人，改造农村C级、D
级危房 12329 户，旧房整治提升
15000 户，全面实现无人住危房、
危房不住人；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等水利扶贫项目4244个，直
接受益人口42.61万人，全县集中
供水率达88.5%。

基础设施——2015年以来累
计新改建农村公路3891公里，实
现乡镇街道、行政村、撤并村通达
通畅率 3 个 100%目标；加快提升
电力和通讯网络设施，改造低压
线路698.8千米，新建或改扩建各
网基站4000余个；全县卫生厕所
普及率72.84％，场镇生活污水处
理率90％以上，畜禽粪便资源化
利用率83.5％。

集体经济——实现229个涉
农村（社区）集体经济项目和经营
性收入全覆盖，其中 5 万元以上
的村有101个。

金融扶贫——累计为带贫企
业、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19.68亿元。

电商扶贫——构建“1+8+N”
电商综合服务体系，实现所有贫
困村电商服务功能全覆盖，累计
销售农产品1.2亿元。

社会扶贫——2015 年以来，
累计争取中核集团、山东省淄博
市、市委办公厅扶贫集团、南岸
区、江津区、金科集团等帮扶资金
超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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