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支援精准发力 助推发展拾级而上
山东省、沈阳市倾情援助忠县共绘发展蓝图

援建基础设施、改善民生、
发展产业，培训人才……忠县
处处凝结着对口支援省市的深
情厚谊——

无偿援助忠县资金 4.05
亿元，援建项目468个。

接收安置忠县籍外迁移民
4715人，安排接收忠县籍大中
专毕业生1104人。

培训基层党政干部等各类
人才2396余人次，培训移民致
富带头人300余人次，安排干
部挂职锻炼120余人次。

……
29年来，在山东省委、省

政府和沈阳市委、市政府的倾
情援助和鼎力支持下，忠县城
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库区移民已从搬迁安置转入安
稳致富的新阶段。

对口支援将在“十四五”进一步强化

进一步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加强工业产业发展。忠县新生港是长江上游
首个万吨级码头，已于今年国庆前夕开港营运。要力争把山东等沿海发达省
市、对口支援方先进商贸物流业引进三峡重庆库区，与重庆寸滩港、果园港、
新田港、新生港等长江内河航运物流合作，助推忠县港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地
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加大行业结对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对口支援优势，搭建对口支援友谊平
台，拓展合作空间。同时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协作工作机制，从“乡镇结对”
向“部门结对”延伸，探索在医疗卫生、教育、水利、科技、城市管理、文化治理
等多行业多领域进一步加大结对帮扶力度。

加大支援合作，助力库区高质量发展。努力争取对口支援无偿援助资金
1亿元以上；完成对口支援各类人才和党政干部培训2000人以上。

链接》》

山东省援建的忠县长江大桥 山东省援建的鲁忠医技大楼

改善库区基础设施
助推产业优化升级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完
善是地区自我发展的基石。

在忠县复兴镇夏家山居民点，刘
纯群拧开水龙头，正准备洗菜做饭。

“原来我们用水只能走到一公里

外的地方挑水，平常生活用水很是艰
难。”刘纯群说。

为了全面推动忠县基础设施改
善，忠县在山东省的对口支援下，在夏
家山居民点修建起了水厂，把金星水
库的水引到村里来，方便附近群众用
水。

夏家山居民点饮水工程日供水达
300吨，能满足当地500余居民饮用
水供给。“现在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用。”刘纯群感慨，
用水问题的解决，让大家的幸福指数
提升了很多。

2020年，忠县将山东省、沈阳市
援助的1800万元全部统筹用于基层
公共卫生能力、贫困村产业发展、农村
饮水、教育、交通出行等工作，重点支
持石宝镇中心卫生院、白石镇黄家村
人畜饮水、拔山镇古塘村基础设施完
善等20余个项目。

其中，投入援助资金500多万元，
促成了忠县实验小学、石宝镇咸隆村
便民服务中心等9个民生项目的建设，
有效提升了忠县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对口支援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
很好地为忠县的高质量发展铺好了道
路。”忠县水利局局长田海滨说。

百姓安稳致富，产业兴旺是关键。
2019年-2020年，山东省先后组

织近20多家企业赴忠县就产业协作、
投资贸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
流，其中，山东省齐鲁昊华销售有限公
司、山东银座商城与忠县的柑橘、笋干、

橙汁、辣椒、花椒等特色农产品销售及
“鲁渝乡情”扶贫协作达成深度合作。

合作以来，成绩斐然。近两年，包括
忠县“向幺妹”在内的一大批农村电商品
牌线上销售持续火爆。据不完全统计，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000多万元，有效带
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深化人才培训
提升库区软实力

对口支援，不仅要扶资，更要扶
智，为库区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留
下人才资源。

2020年，忠县在山东省、沈阳市
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4期人才培
训班共计675人，极大地提升了忠县
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政策水平、业务能
力和素质。

其中，对50名重庆库区农村致富
带头人、25名电商实战专业人才、50
名三峡重庆库区新型电商创业人才开
展创业技能培训，逐步达到“培训能
人、培育产业、培养市场”的“三位一
体”智力支援培训目的，为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建设提
供了强有力的智力和人才支撑。

提升库区软实力不仅停留在人才
交流学习方面，加强文化交流，提升文
化素养也尤为重要。

忠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
“忠”命名的州县城市，历代忠臣良将
涌现，“忠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去年7月，忠县忠文化展览馆历
时一年的筹建，正式对外开放。

“忠文化展览馆是山东省援建项
目，援建资金为300万元。”忠县县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的建成为

“忠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忠文化展览馆是忠县传承忠文化

实践教学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馆
以来，因其极具魅力的“忠文化”展现，
吸引了数万名市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
习，感受其“忠德”的演变，学习其“忠
诚”文化。

为进一步提升文化素养，促进文
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巩固文明城市
成果，忠县和山东克服疫情影响采取
送教进库区的对口支援培训模式，专
门邀请了山东财经大学知名学者、教
授王蔚，到忠县忠州大讲坛和忠县县
委党校开展“学习论语智慧提升为政
能力”大型专题讲座，反响良好。

守护绿水青山
助推库区绿色发展

守住一方碧水青山，生态建设成
为忠县库区的治理关键。

河水清清、河岸碧绿，一群群鱼儿
在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这是忠县马
灌迎宾湖的美丽风景。

能想象这里原来是一个垃圾遍

布、污水横流的臭水塘吗？
“因为马灌镇场地势较高，上世纪

80年代一直缺水，这口塘曾经是大家
洗衣、淘菜的地方。”忠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马灌镇通自来水后，塘
库功能渐渐蜕化，同时随着场镇发展，
周边居住人员增多，这口塘一度被垃
圾污水包围。

“水臭得很，平常我们从这里过都
会加快速度跑几步……”周边居民纷
纷表示。

针对这一情况，忠县水利局乘着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东风，启动
马灌迎宾湖整治工程。

“该工程是山东省对口援建项目，
援建资金300万元。”忠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按照海绵城市理念，结合
水源涵养污水治理、雨水收集、城市防
洪等综合生态效益打造，实施“清白除
杂疏浚”“清除固废垃圾倾倒”专项行
动，让死水变活水、污水变清水、水体
变水景，为居民打造一处观景、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马灌迎宾湖整治工程仅是对口支
援省市助推忠县库区绿色发展的冰山
一角。

近年来，对口支援工作在忠县生
态产业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围绕水
污染防治、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特色效
益农业发展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发
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品牌，帮助忠县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用“生态
颜值”换来了经济价值。

截至目前，忠县在对口支援省市
的帮助下，已完成县城居民饮用水白
石水库水源地保护、马灌迎宾湖整治
工程等水污染防治项目；建成八斗台
度假休闲基地、三峡橘海、柑橘时空馆
等旅游景点；派森百橙汁、生态笋竹宴
成为该县产业发展的两张名片。

刘茂娇 吴志杰 罗兴华
图片由忠县水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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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 携手辽宁共谱对口支援合作新篇章

自1993年开始，辽宁省
对口支援奉节移民迁建工
作。一直以来，辽宁为促进
奉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不
竭的动力。29个春华秋实，
29载携手前行，对口支援工
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奉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后，
一直离不开“辽宁力量”的强
大助推。

据统计，辽宁省对口支
援奉节以来，共援助资金
4.29亿元，共安排援建项目
129个，有效改善了城乡基
础设施，惠及群众近 20 万
人。

进入“十四五”，辽宁省
切实把对口支援奉节县工作
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扎实推
动奉节县提升基本服务供给
能力、加快移民安稳致富、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围绕支持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支持乡
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支
持人才智力素养提升等，携
手共同谱写对口支援合作新
篇章。

“集中式”项目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

在奉节县草堂镇柑子社区，一幢
青瓦白墙的三层楼院成了454名贫困
失能人员温暖的家。这就是辽宁省投
资2000万元援建的草堂社会福利院。

“供养失能、释放有能。”奉节县相
关负责人介绍，草堂社会福利院通过
集中供养失能人员，释放劳动力800
人以上，帮助贫困家庭年增收1000余
元。“这种‘失能人员集中供养机制’被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联、民政部、财
政部四部委在全国推广，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

事实上，这只是辽宁省支援奉节
县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辽
宁省对口支援奉节以来，围绕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实施了
移民小区改造、渝巴路改线工程、滨河
广场、夔州小学等项目，有效改善了城
乡基础设施。

过去，奉节县石岗乡卫生院医疗
条件相对落后，只能为当地群众提供
一般疾病的简单治疗。在辽宁省的对
口支援下，石岗乡卫生院实施医疗服
务水平提升项目，新添了彩色多普勒
B超机、中药煎药机、熏蒸机、胃镜各1
台，方便了当地群众就近治疗疾病。

奉节县城过去公共电梯少，市民
出行爬坡上坎极不方便。同样在辽宁
省的对口支援下，奉节县实施公共电

梯塔楼主体建筑工程及装饰工程、架
空接廊道附属工程、电梯安装工程，极
大改善了城市出行条件。

“奉节的山山水水都留下辽宁对
口支援的印记。”奉节县相关负责人
称，近年来，辽宁省又统筹对口支援资
金610万元，为奉节县实施石岗乡卫
生院、红土乡野茶村便民服务中心、移
民小区基础设施建设3个项目，新建
移民小区电梯塔楼 1 栋、建筑面积
557平方米，便民服务中心1座、建筑
面积313平方米，持续补齐公共设施
短板，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能力。

据统计，辽宁省整合2018年—
2020年援助资金8400万元，重点安
排移民小区综合治理、脱贫攻坚基础
设施和人才培训三大类项目，“集中
式”项目安排发挥了援助资金的综合
效益。

建特色产业小镇助力乡
村振兴

早在2016年，辽宁在对口支援中
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促成了重庆夔江
红豆杉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夔江红豆
杉”）落户奉节，创建紫杉醇、红杉醇加
工厂，带动了奉节县7个乡镇共种植
红豆杉达4.1万亩，解决当地群众就业
300余人。

2021年，辽宁省围绕“集中资金
做大事”原则，统筹对口支援资金
1790万元，依托绿水青山，因地制宜
重点打造龙桥乡蔬菜小镇、兴隆镇鲜
花小镇、长安乡中药材小镇、石岗乡花
椒小镇4个特色产业小镇项目，编制
专项规划1个，硬化道路16.47千米、
新建村路9.2公里、水池4座、给排水
管网1公里、农副产品转运场地2900
平方米，开展村容风貌和梯田、山林、
沟渠整治6700平方米，为产业发展提
供了基础保障和动力，进一步推动了
奉节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

据介绍，“花椒小镇”覆盖石岗乡
10个村，种植花椒1.06万亩，全部进
入丰产期后，综合产值将突破1亿元；

“鲜花小镇”依托“三峡原乡”国家4A
级景区，重点打造九曲花街、花姑驿
站、花海之心等特色景点，已接待游客
近10万人，农户人均增收1万余元；

“蔬菜小镇”包含蔬菜产业与旅游相融
合的科技示范区400亩、内设种植大
棚35座，已开发认种、耕种、采摘等
10个农事体验项目，每天接待采摘游
客500余名；“中药材小镇”已建成种
植基地10个，占地面积3万余亩，种
植各类中药材近40个，年产值突破1
亿元。

此外，辽宁省还引导省内各类企

业到奉节投资兴业，累计引进红豆杉
制药、亚美欧眼镜等社会投资项目15
个，协议投资达34.4亿元，实现了由
单方支援向多方合作转变；同时还深
入开展消费扶贫，2021年实现各类农
副产品在辽宁省销售2.53万吨、销售
额8200余万元。

“线上线下”结合培训干
部人才队伍

重庆顺为电商服务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奉节农副产品、水果等当地特色
产业为主的电商直播公司，至8月底
开播以来，已完成近 5 万元的营业
额。“取得如此好的业绩，真得感谢辽
宁对口支援提供的电商培训机会，学
到了不少营销知识，非常有收获，将
来，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学习，
为家乡多做贡献。”该公司负责人苏晶
晶说。

“人才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要素。”奉节县相关负责人称，近
年来，辽宁省充分发信息、资金、技术、
智力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辽宁优势”与“奉节实际”相
结合，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
实施人才交流培训，让先进的理念和
经验做法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促进奉节
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奉节培育了
一支能干事、留得下、带不走的干部人

才队伍。”
据介绍，实施干部人才培训的具

体做法包括：一是加大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才赴辽宁培训力度，一年来共开
展9个班次390人次奉节干部人才赴
辽宁培训，涵盖社会治理、工业管理、
城乡建设、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二是
依托东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院校
开展的“网络直播公益课程活动”，降
低疫情对对口支援赴辽宁培训和大学
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影响，已累计开展
了《产业扶贫》《疫情与创业》等36个
专题222个学时的课程培训，收听收
看群众近万人次；三是实施干部人才
业务培训600人次，涵盖招商引资、舆
论引导和舆情应对、法律知识培训、群
团组织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等领域。

此外，辽宁省还努力扶持移民培
训就业，建立用工信息网络，拓展劳动
力转移市场，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组
织党政基层干部和教育、医疗卫生、农
技、招商引资、城镇管理等专业技术人
才，以及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劳动能手
等赴辽考察学习。

王琳琳 龚勋
图片由奉节县投资促进中心提供

辽宁省援建的奉节县失能人员供养中心

奉节县人才干部在沈阳市建设局政务服务中心交流学习 三峡库区红豆杉快繁生产技术规模研究及示范项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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