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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是一项动态性工作，脱贫摘帽
并不代表脱贫工作的结束。”重庆市潼南
区委书记辛国荣坦言，许多已经脱贫的贫
困户仍然存在因病、因学返贫的潜在风
险，为此，潼南区推出“三年 30 条”措施巩
固脱贫成果，力争到 2018 年，实现贫困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市平均水平，确
保“能脱贫、可持续、逐步能致富”。

多管齐下 各有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潼南区，在这里，一场
脱贫成果巩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寒冬时节，漫步在潼南区柏梓镇哑河
村中，只见院坝上三三两两的村民晒着太
阳、拉着家常，一派闲适的景象，村民倪纯
兵正在自家池塘边清洗今年刚丰收的莲
藕。“我就是靠这片藕田脱了贫。”望着眼
前的藕田，倪纯兵告诉记者，“现在大家都
叫我‘藕大哥’”。

倪纯兵是典型的贫困户，家中妻子、
老母双双患病，两个孩子正在上学，一家
五口人挤在一座低矮潮湿的房子中，负债
累累。村委会主任倪仁波说：“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村委会便鼓励他学习莲藕种植
技术，还帮他流转了 12 亩土地，补贴了第
一季的藕种、肥料、农技资金1万多元。”

万事俱备，倪纯兵铆足了劲儿开始
干。“去年，我种莲藕的收入就达 10 多万
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倪纯兵说，“这
都得益于村委会为我指明了发展的路
子”。

按照计划，倪纯兵一家被纳入产业脱
贫帮扶名单，以种莲藕作为主要收入来
源，与此同时，村委会还主动为他争取培
训机会、流转土地、发放贫困补助、联系买
家等，解决了他发展生产的后顾之忧。

“在巩固脱贫成果的过程中，潼南区
将持续把发展产业作为重点工作。”潼南
区扶贫办主任周宗向记者谈到，由于贫困
原因不同，潼南区通过发展特色效益农
业、培育潼南特色品牌、创新产业扶贫等
数十项不同措施，确保对贫困户因户施
策，推动他们各有发展。例如，在发展特
色效益农业中，实施“双百工程”，打造油
菜、玫瑰、油牡丹、柠檬、中药材等特色效
益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同步建设太安、柏
梓、崇龛 100 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示范
区，持续巩固“镇镇有特色、村村有产业、

持续能增收”的良好格局，满足不同贫困
户的产业导向与就业需求。

站在自家新建的三层小楼旁，倪纯兵
告诉记者：“这两年，眼看我家种莲藕脱了
贫，周边贫困户也都陆续加入，村里的莲
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据了解，仅他所知
的倪纯银、文志江等村民，便已发展了近
50亩莲藕田，并成功脱贫。

转变观念 抛掉穷根

根据潼南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发展
产业致富的同时，还要统筹改善农村住房
安全和生活环境，推进生态搬迁、危房改
造、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广清洁能
源等。按照规划，到 2018 年，全区将完成
生态搬迁 3900 人以上，并完成农村地区
所有的危房改造。

扶贫搬迁，受益的是群众，主体也是
群众，这意味着搬迁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
持与响应。

位于潼南区最北端的米心镇高坎村
山高坡陡、交通闭塞，村民房屋大多依山
而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区内决定修
建一个能容纳 80 户人口的集中安置点，
将高坎村村民搬迁出来，不料，村民们却
一致拒绝搬迁。

究其原因，只因为村里人舍不得老祖
宗留下来的老房子和那几亩地，担心搬迁
后无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工作
人员就时常上山为村民讲解土地流转、务
工等政策，鼓励村民打工挣钱，假以时日，
才终于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

如今，在高坎村生态移民安置点，记
者看到，整洁宽敞的街道旁绿树成荫，青
灰色琉璃瓦盖成的二层小楼一字排开，水
电气网、太阳能路灯、雨污分流等设施样
样齐全。趁着冬日暖阳，不少村民还在村
公共服务中心外打起了乒乓球。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村里的一位老人印象最深刻
的便是，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
对联“高坎村家家门前通公路，贫困户户
户住上新房子”。据了解，高坎村生态移
民安置点还被重庆市建委评为“市级农民
新村”。

“自 2012 年区里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以来，已经集中修建了多个安置点，如塘
坝镇的天印村、太安镇的小寨村等。”周宗
说，仅 2016 年，全区就搬迁 1052 人，同

时，还为改造危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
8000元至10000元的资金补贴。截至目
前，全区已实施危房改造 23030 户，落实
补助资金23938.9万元。

项目建好 干部不倒

3年来，在扶贫工作中，潼南区涉及扶
贫领域无一例职务犯罪案件发生，仅以涉
农领域为例，2015 年职务犯罪案件发案
率与往年相比下降90%，农业、林业、水务
等领域，发案率均为零。

“‘项目建好，干部不倒’，就是要求各
级各部门把 6 亿元的扶贫专项资金全都
用到刀刃上。”辛国荣坦言，而健全扶贫预
防机制，便是有效遏制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区内及时印发了

《潼南区开展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
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意见》，通过常
上“反腐课”、倡导“腐败不想为、不敢为”
的舆论引导，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也
是精准扶贫的“助推剂”，更是任何单位、
个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此，潼南区
狠抓扶贫领域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着力
加强四大机制建设：首先，建立扶贫资金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通过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完成各部门在职权范围内的监管职
责；其次，建立扶贫领域基础数据信息共
享机制。由区检察院主动了解扶贫部门
涉农资金数据库的相关动向、扶贫项目的
实施情况，做到与区级各部门的信息共
享；再次，建立健全违法违纪案件的揭露、
发现、移送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
道；最后，强化基层，建立健全预防配套机
制。如推行扶贫资金公示制，在区、镇街、
村三级对扶贫项目名称、地点、规模、资金
来源、补助标准等内容进行公示。

制度先行，成果收验。记者了解到，
为准确掌握专项预防整体效果，潼南区扶
贫办、检察院还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在玉
溪、柏梓、寿桥三个扶贫镇进行实地调研，
结果显示，三个镇的脱贫干部职务犯罪发
案记录均为零，所有贫困村均实现整村
脱贫。

“前期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
级各部门的精准施策，而在巩固脱贫成果
过程中，还需稳健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
加大政府的兜底保障力度，争取实现今年
能巩固、明年有提升、后年奔小康的工作
目标，力争到 2018 年，原贫困村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全区贫困
发生率稳定控制在 3%以下。”谈及未来，
辛国荣很有信心。

用 活 政 策 挖 掉 穷 根
——重庆市潼南区巩固脱贫成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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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增收助脱贫

自芦溪县上埠二中往县城方向前行约
600米，再左转沿小道穿过一段大树荫蔽处，
视野陡然开阔，此地便是芦溪县上埠镇涣山
村。涣山村总人口3571人，有贫困对象48
户139人。2015年，通过精准扶贫，该村实
现脱贫30户70人，2016年脱贫16户58人。

“你好，我是镇扶贫工作站新来的工作
人员，我叫钟江，因为之前的帮扶人工作调
动，现在由我来‘接力’帮扶。这次过来，主
要是想了解一下你家近期的一些情况，有

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问道。
在村委会程主任的带领下，我来到了

此次的走访对象肖某华家中。通过交谈，
我了解到，肖某华今年34岁，身患罕见疾
病“脆骨症”，是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肖某华家一共6口人，父母年老体弱，弟弟
在外打工，3岁的女儿亦患有“脆骨症”，他
与妻子一起守着一个小卖部维持全家的生
计。“脆骨症”就像是不定期爆发的“火山”，
给这个家庭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此次走访，我主要是想掌握他家的动
态情况，好有针对性地想办法帮助他脱贫，
将帮扶工作“一抓到底”。

“自从政府开展精准扶贫以来，现在生
活比之前好多了，有了低保，还有捐助的慰
问金，真的非常感谢！”肖某华一边向我们
诉说着近期的情况，一边不时看看坐在轮
椅上的女儿，眉目间有一丝担忧，“目前家

庭情况还可以，就是怕孩子忽然出现什么
状况，不好应对”。

上埠镇精准扶贫工作小组用真心做实
精准扶贫工作，针对肖某华的情况，将他列
为贫困对象，因贫施策、对症下药，主要通
过保障措施及社会扶贫措施进行帮扶。肖
某华目前享受到了低保，并得到了捐助资
金，年人均收入达到3200元，已满足脱贫
基本条件。

虽然肖某华目前已经成为预脱贫对
象，但是作为他的“接力”帮扶人，我觉得还
需要对他进行持续关注，看看是否会出现
返贫现象。

“感谢你们前来看望，谢谢你们的帮
助。欢迎以后经常来坐坐。”离开的时候，
肖某华和他的妈妈送我们出门，简短的几
句话，我听得出来，这不是简单的寒暄客
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感谢与欢迎。

大力开展精准扶贫，是安民心之策，暖
民心之事，得民心之举。涣山村的肖某华，
只是众多贫困户当中的一名，在精准扶贫
工作全力帮扶下，像他一样得到帮助的，全
镇还有251户618人，在全国，还有千千万
万。精准扶贫工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还有很多贫困群众亟待我们去帮扶。

作为落实精准扶贫工作的一名普通工
作人员，就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用心尽力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扶真
贫、真扶贫，用真心换民心。

回途中，我不时地想起肖某华一家，
想着过些日子再回来看看，想着能够采
取哪些新办法帮助他家彻底摆脱
贫困。我真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的贫困
家 庭 得 到 帮 助 ，顺 利
脱贫。

用 真 心 赢 得 民 心
江西省芦溪县上埠镇扶贫工作站 钟 江

钟江（右）与贫困户座谈。（资料图片）

2016 年 4 月，重庆市委第

182 次常委会批准潼南退出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标志着重

庆潼南正式在全市率先脱贫

“摘帽”。“真脱贫、不返贫”是

一场持久战。一直以来，脱贫

易、返贫快成为脱贫致富的绊

脚石。如何彻底摆脱这一问

题？重庆市潼南区在脱贫摘

帽后，通过出台《潼南区巩固

脱贫成果实施方案》“三年30条”

举措，使脱贫成果得以巩固，

防止了返贫现象的发生。

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2016 年，宁夏积极推
进发展生产、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
社会保障兜底五种脱贫模式，实现 19.3 万贫困人口
脱贫、249个贫困村脱贫“销号”。

为实现提前两年完成58万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2016 年初，自治区党委、政府选派 5 万多名党员干
部驻村入户，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全覆盖。据
介绍，2016 年，宁夏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52.88 亿
元，同比增长77.4%，取消了对9个贫困县的GDP考
核，将脱贫攻坚考核权重由 7%提高到 45%，让脱贫
绩效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在 9 个贫困县（区）开
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建立了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负面清单”，给资金上了“保险锁”；坚持九部
门的监督机制和专项审计制度，实现扶贫资金审计
全覆盖。

2016 年，宁夏根据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
的具体情况，因人因地精准施策，推进脱贫攻坚。自
治区安排 13.71 亿元，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
贫全覆盖，使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让“钱袋
子”鼓起来；全年搬迁安置 1.5 万人；将所有贫困村
符合相关规定的耕地全部纳入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优先安排；支持 1.4 万贫困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将农村低保标准从 2400 元提高到 3150 元，高于国
家扶贫标准；累计向 249 个脱贫销号村整合投入资
金41.36亿元，村均投入1600余万元。目前，249个
销号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5%以上，1100个贫困村
实现光纤宽带、4G 网络、无线网络、数字电视“新四
通”。

宁夏249个贫困村“销号”

云南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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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南区米心

镇高坎村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点。

漆泽雨摄

2 月 16 日，四川省遂宁市市民在安居区聚贤乡
石板凳村扶贫草莓园内采摘草莓。近年来，遂宁市
深入开展农业产业扶贫，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相融
合”的扶贫规划体系。2016年，遂宁市323个贫困村
中有 66 个贫困村 3.1 万人脱贫，贫困户户均增收 1.3
万元以上。 钟 敏摄

检察院干部到贫困村实地调研。 漆泽雨摄

云南省祥云县刘厂镇陈
丽一家，原来种地年收入只
有 3000 元左右。通过产业
扶贫将承包地流转给了当地
的农业龙头企业，夫妻二人
做起了产业工人，土地收益
由一变三，如今的收入提高
了30倍。

县委书记王正林说：“祥
云是全省确定的 12 个首批
脱贫摘帽县(市)之一，如何
完成脱贫摘帽的艰巨任务，
重点难点还在农民持续增收
上。”祥云县近几年从实际出
发，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推
进产业扶贫，让农户从一份
土地里获得了三份收入。

流转土地有租金。在刘
厂镇圣龙现代农业庄园上班
的王小英，将自家 3 亩地流
转给庄园后每年有 3300 多
元的租金。据县经管站统
计，全县目前已累计流转土
地 10.68 万亩，其中集中连
片面积达 5.315 万亩，农户
土地租金收入就超过了 1 亿
元。其中 1655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土地2116亩，建档
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954.38元。

入园打工有工资。王小英每个月有 3000 多元
的收入，丈夫在另一家公司打工也有 4000 元的收
入。刘厂镇党委书记朱继章说：“该镇企业常年用工
在 5000 人以上。”通过土地流转，目前全县有 6.3 万
个劳动力实现从农业种植中转移，每年劳务收入10
多亿元，其中县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吸纳建档立
卡贫困户长期用工527人、季节性临时用工856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工资性收入391.8万元。

入股经营有分红。从2014年开始，该县鱼进所
村按照“公司+基地+农户联市场”的模式，组建合作
社带领群众发展冬桃种植。该村有160户农户按每
亩土地 1000 元入股富鑫贵龙种植有限公司，不愿
入股户按每年每亩 1500 元将土地流转给公司收取
固定租金。公司先垫出各种生产成本，待冬桃进入
丰产期后，公司按收益情况与农户分成。如今，该村
冬桃种植 1230 亩，去年产值已达 250 万元，到盛果
期年产值可达 3000 万元。目前，全县有 21 家企业
参与合作，涉及农户 2650 户，实现了贫困户户户有
增收产业和项目的目标。

王正林表示：“下一步，祥云将确保‘三权分置’
有序实施，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优化土地资源配
置，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让
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巩固脱贫摘帽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