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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将是
2018年我市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这
一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行动计划，其具
体的组织实施者，主要是乡村干部。

因而，有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计划的保障。

近段时间来，重庆日报记者就乡镇干
部队伍问题，深入到一些乡镇进行了专题
调查，发现乡镇干部队伍中的从家门进学
校门，再进乡镇门的“三门”干部，需要对农
业、农民的感情、乃至做农村工作方法等方
面进行补课，才能适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计划的需要。

“三门”干部已成乡镇干部主力

年仅31岁的唐正莉，是一名大学本科
生，如今已是九龙坡区金凤镇党政办副主
任。

“我是一名直接从家门进学校门，再进
乡镇门的‘三门’干部。”她说：“但在镇里，
像我这样的‘三门’干部，已经成为主力
军。”

小唐在镇里还负责党建工作，她拿出
一份镇干部的基本情况统计表给重庆日报
记者看。表上显示，在这个镇56名在编干
部中，40岁以下的干部有28名；在56名干
部中，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80%
以上，其中研究生有6名。

合川区三汇镇是一个偏远的山区镇，
在这个镇的80名在编干部中，80后的干部

占了54%，其中还有6名是90后。近5年
新进的27名干部都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学
历，其中还有一名博士生。

“在近5年新进的27名干部中，可以
说都是直接从家门进学校门，再从学校门
进乡镇门的‘三门’干部。”三汇镇党委书记
廖兴元说，这是因为近些年来，乡镇招人也
是“逢进必考”，并且有学历的要求。因而，
刚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就成了乡
镇干部的主要来源。

重庆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三
门”干部，已经成为我市乡镇干部队伍中的
主力。可以说，全市的乡镇干部队伍，也因
此改变了过去那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
状况。

高文化低“能力”难挑振兴重担

一大批“三门”干部进入乡镇，改变了
乡镇干部文化程度偏低的现状，也使乡镇
干部这支队伍充满了活力。这对做好“三
农”工作，实现乡村振兴是好事。

可是，重庆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却发
现：这批“三门”干部虽然有文化、有工作
激情，但却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
能力，不少年轻干部在情怀上还未与农
民真正融为一体，对农村和农业还缺乏
了解。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在某镇采访时，与
正在镇办公室电脑前忙碌、两年前考进这
个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进行了一次简短
的对话：

“你的岗位是村干部，平时到农村院坝
和农民家里去的时间多不多？”

“平时没去，只是外地有人来参观村里
的人居环境整治时，我作为解说员，到一些
院坝去走过。”

“认识农民多不多？”

“只叫得出本村村干部的名字，农民的
名字叫不出几个。”

“啥时撒谷种，啥时种玉米，啥时挞谷
子，你知道不？”

“只知道大概季节，具体时间不知。”
重庆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乡镇

的“三门”干部中，像她这样对农村、农业、
农民了解不多的年轻干部，不是个别，还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乡镇，甚至还有一些专业部门的干
部，对自己部门的专业知识都不了解。有
一位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该服务中心的干部中，有一大半不懂当
前新的农业科学技术。

“三门”干部并非都是才进乡镇门，有
的已有几年、甚至10余年的“工龄”，但对

“三农”都还是一知半解。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批干部自进了乡镇的门后，具

体做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时间并不多，到农
家院坝、田坎上去与农民打交道的时间很
少。由于他们有文化、懂电脑，因而大多被
安排去干写材料等在办公室里干的工作
了。

“三门”干部需要补上“三农”这一课

“2017年4月，镇党委作出一个决定：
将27名‘三门’干部，分批放到村里去作
第一书记，让他们在田坎上和农家院坝去
补上‘三农’这一课。”廖兴元说，首批14
名年轻干部于当月底就到了 14个村上
任。

7年前，王云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
作为选调生，被安排到三汇镇工作，是一位
从家门进学校门再进单位门的“三门”干
部。

几年里，王云的工作主要是在镇信访

办和纪委，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很少有时
间到村里。“虽然当了将近7年的乡镇干
部，但我连什么时候栽秧挞谷，什么时候种
玉米都搞不准，连农民说的一些话也听不
懂。”她说。

这次镇党委安排她到元寨村作第一书
记，要求每周必须有两到三天到村里去工
作，并直接到田坎上、农民家里去解决农村
问题，现场指挥农村工作。

8个月下来，王云的脸虽然比以前黑
了，但却知道如何与农民打交道，知道如何
干好农村工作了。

“补上‘三农’这一课后，我不仅对农业
农村有了较深的了解，也增强了干好农村
工作的本领。”王云说，而最大的收获是，与
农民建立起了感情。

村里有一位老上访户，王云在镇信访
办工作时就认识他，也打过不少的交道。

“以前与他打交道时，我只知说一些政策上
的官话，没有从感情上进行沟通。因而，工
作总是做不好，这位上访户也总是不断地
上访。”王云说。

现在到村里后，王云主动到这位上访
户家里，为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从拉家常
开始，慢慢地进行沟通，从而建立起感情。
如今，这位村民不仅不上访了，而且每次王
云去，都要热情地留她吃饭。

“补上‘三农’这一课后，我才理解到，
不懂农业农村，不理解农民，就干不好农村
工作。”王云说，因为，干部要懂农业才在发
展上有发言权，要与农民有共同语言，才能
有沟通。

目前，“三门”干部需要补上“三农”这
一课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不少乡镇的重
视，并在采取措施，把“三门”干部放到田
坎和农家院坝去“补课”。而补上这一课，
也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的重要
保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乡镇“三门”干部需要补上“三农”课
本报记者 罗成友

▲1月9日，凤中立交部分匝道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凤中立交位于沙坪坝区
与九龙坡区交界处，改造后，原有的“单喇叭”立交拓宽改造为“蝶形”全互通式立
交，车辆可从内环快速路直达重庆西站。目前，该立交部分匝道已经通车，重庆西
站投用后，连接西站的匝道也将开放，立交全面通车。 记者 罗斌 摄

凤中立交
即将全面通车

▲1月5日，南岸区东水门大桥P+R换乘中心正在加紧建设。目前该项目土
建部分已全部完工，机械车位轨道已入场安装，即将启动绿化工程，预计2018年
春节后调试。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崔景印 摄

东水门大桥P+R换乘中心加紧建设三环合长高速建设快速推进

水土嘉陵江大桥
进入大桥高塔施工阶段

▲1月10日拍摄的三环合长高速北碚静观互通。三环合长高速在北碚境内设有
三圣和静观两个互通，预计春节前将实现通车。

记者 万难 摄

▲1月8日，北碚区水土镇，水土嘉陵江大
桥已进入大桥高塔施工阶段。水土嘉陵江大桥
北接水土云汉大道，南接蔡家江家坪立交，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渝武高速通行压力。

记者 万难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微信预约挂号
看病，逐渐成为市民的首选。1月10日，市
卫计委首次公布了2017年度预约诊疗大
数据，数据显示，通过12320卫生热线的预
约诊疗量达327175次。

31—50岁年龄段人群的预约量最大

据了解，目前，12320卫生热线分为微信
预约和网站预约。2017年，通过12320卫生
热线预约的诊疗量达327175次，同比2016
年上涨100%，其中，超过一半的用户选择微
信预约。就性别来说，男女比例约为1：2。

“从去年6月开始，预约诊疗量就一直
处于高位，”市卫生信息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从年龄段来说，31—50岁年龄段人群
的预约量最大，约10多万人。预约用户

里，最年长的是一位85岁的婆婆。据了
解，这位老人家精神健硕、手脚麻利，凡事
总爱自己做，不让小辈儿操心。

就区域分布来说，渝中区是预约诊疗
量最高的。另外，离主城较近的区县预约
量也稳步上升，璧山、长寿、万州排名前
三。重庆的医疗资源除辐射到相邻的贵
州、四川之外，第三名竟是离我们并不近的

“孔孟之乡”山东。从外地到重庆预约看病
最远的地方分别是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
族自治区。

去年下半年产科预约量持续高位

数据显示，去年第一季度产科的预约
量处于低谷，而到了下半年，预约量一直持
续高位，这也意味着今年4月开始将会诞
生大量的“狗宝宝”。其中，去年8月达到
最高预约量4373人次。由此预计，今年夏
季的产科床位和房间会相当紧张。

皮肤科也占据预约诊疗的“高位”，其
中，又多集中在夏季和秋季，因为炎热的气
候可能会加重皮肤病患者的症状。

另外，呼吸疾病通常集中在年底最后
两个月爆发。为此，专家建议市民在有必
要的时候应准备防霾口罩，少去人流集中
的场合。

女性精神科预约量高

从本次公布的数据来看，女性预约精
神科比男性多，但相关专家表示，很多科学
研究显示男性更需要情绪上的关爱。因为
男性迫于社会性别期望的要求，很多时候
不能把自己的压力与悲伤直接表达出来，
反而更容易遭受“内伤”。

据悉，重庆市12320卫生热线与重庆
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建设并管理了12320
心理援助专线，市民可免费进行电话心理
咨询。

市卫计委公布去年预约诊疗大数据

全年微信和网站预约量32万多人次

1月12日，在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丰文社区，兴民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社工正在给空巢老人解读福字的由来。

当日，兴民社工在这个安置房小区举办“兴民送福到各家”迎
新春活动，通过“抓福”“集福”“把福袋带回家”等环节，为现场60
名留守老人送去新春的祝福。节日临近，兴民社工组织康居西城
公租房小区的留守儿童、凤凰镇的独居老人、青木关镇的孤寡老
人等开展文娱晚会、游园和包饺子吃汤圆活动，让他们感受喜庆
的节日氛围。 记者 张锦辉 摄

社工给留守老人送“福”

交通建设
如火如荼

本报讯 （记者 李珩）重庆日报记者从日前在渝召开的
2017年全国职业病防治院院（所）长联席会议上获悉，我市已初步
建立完善与职责任务相适应、规模适度的职业病防治网络，基本
形成市、区县、乡镇（街道、园区）的三级监管网络。

据了解，我市职业病种分布较集中，以尘肺和职业性中毒居
多。

“近年来，重庆职业病防治有了很大进步。”市职业病防治院
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共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55家，分布在
全市38个区县（自治县），实现每个区县（自治县）至少有1家体检
机构的目标。

全市有职业病诊断机构2家，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3家。另
有职业病治疗专科医疗机构6家，11家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可对职
业病进行治疗，让职业病患者能就近接受治疗。

此外，我市重点职业病监测区县覆盖率、职业病诊断机构报
告率达100%，达到《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规定的2020年标准。

我市每个区县至少
有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九
龙坡区石桥铺商圈10年前修建的6个便民服务亭，于近日投资近
10万元完成升级改造，以整洁、干净、有序之新颜服务过往市民。

此次升级改造的6个便民服务亭位于科园二街2号，周边有
万昌小区、西部商城、电大家属院、以及商圈各大卖场，人流量大，
累计帮助了18名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实现再就业。但这些便民
服务亭因年久失修，此前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影响城市
形象。为营造更加整洁的市容环境，石桥铺商圈办出资近10万元
对便民服务亭进行了整体改造。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6个便民服务亭均用铝合金三维
扣板对外立面进行整体包装，统一安装了卷帘门、折叠伸缩篷和
商家招牌，更新了服务亭侧面墙面标识和宣传栏等。石桥铺商圈
办负责人介绍：“每一个改造项目都经过精心设计，并进行了严格
的质量把控，保证便民服务亭不但美观，而且实用、耐用。”

“我们自己没有出一分钱，政府就帮我们把房子弄好了！”43
岁的蹇代文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这里摆摊近十年了，他笑着
说：“改造后，生意都好多了！”

石桥铺商圈

升级改造6个便民服务亭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要不是傅书记帮忙，这么多蜂蜜
可能要卖一两年才卖得完！”近日，巫溪县天元乡香源村贫困户刘
才军卖出1000多斤蜂蜜，收入八九万元。不仅如此，当地的一些
村民也在“傅书记”的帮助下，通过电商销售模式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这位“傅书记”就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驻香源村第一书
记。

傅伟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健康与老年服务学院的党总
支书记，2017年9月，他来到香源村任驻村第一书记。香源村是
全市78个深度贫困村之一，离县城百余公里，海拔约1800米，有
47户贫困户、贫困人口185人。香源村出产山羊、核桃、土豆等农
副产品，一些农户还养殖蜂蜜，但由于天元乡路途遥远、信息闭
塞，农产品的销售一直是个难题。

香源村贫困户刘才军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刘
才军回乡养蜂，慢慢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养蜂方法，蜂蜜产量越来
越高，去年底，1000多斤的蜂蜜却迟迟卖不出去，让他愁眉不展。

得知情况后，傅伟联系重庆渝教科贸集团，请专业人士对刘
才军的蜂蜜产品进行全新的包装设计，利用相关渠道将其蜂蜜推
荐进超市，并利用“一亩田”等电商平台，多方发布其销售信
息……1000多斤蜂蜜一个多月内就卖完了，收入八九万元！

不仅如此，在傅伟的帮助下，香源村借助市供销社旗下的“淘
实惠”电商平台，打造了香源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全村所有农产品
都放在该网店进行线上销售，全国各地的顾客均可通过该网点选
购香源村的农产品。

傅伟还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争取了部分资金和5台电
脑，在村里打造了电子阅览室。“村民可以上网学习种养知识、开
淘宝店，把信息化注入贫困乡村，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早日脱贫
奔小康。”傅伟信心满满地说。

巫溪县香源村第一书记傅伟

信息化助力乡村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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