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
区县全部摘帽。

这预示着我市将用“绣花”功夫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并把
脱贫质量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对此，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热议不断。

精准脱贫 贵在“精”重在“准”

“精准脱贫，贵在‘精’、重在‘准’。”邹远珍说，新一轮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面上贫困虽已得到了较大缓解，但我市
脱贫攻坚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开展的，越往后需要啃的

“硬骨头”越多，更需要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精准脱贫的前提是精准识别。邹远珍介绍，作为全市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去年8月奉节县平安乡重新对全乡
7016户、21160人进行了精准识别，新识别出166户、499名
建卡贫困人口，清退了83户、313人。确定了830户、3139
人的建卡贫困人员名单，并对每一户、每一人的致贫原因都
进行了调查，为精准施策奠定了基础。

对乡里的贫困成因，相关部门也做了细致分析，并有针
对性地启动了一批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贫
困程度得到有效缓解，脱贫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村容村貌有
了较大改善。

因病致贫是我市农村地区最主要的贫困原因之一。去
年，致公党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调研。谭净说，围绕健
康扶贫，我市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救助政策，健全保障体
系，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为解决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健康扶贫仍然面临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

比如：保险救助力度有限，群众自付费用偏高。贫困患
者享受几重医疗补助后，实际自付费用仍占总费用的20%-
30%，部分群众依然无法承受。另外，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我市现有三甲医院32家，分布在18个区县，其中主城区
占17家；在农村贫困地区，非常缺乏高级别医疗人才，医疗
技术和服务能力相比主城区差距较大，许多农村疑难重症患
者只能选择到主城区就诊。

谭净认为，实施健康扶贫，应努力提高资金的保障度和
投入的精准度，聚焦贫困区县标准化建设、县域内就诊率、医
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等重点内容，突
出“保基本、保大病”，落实到人、精准到病，使资金使用更具
靶向性、集约度。

同时，谭净认为，应改善基层医疗条件，提高就近就医能
力，建立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组成的三级联动医
疗服务体系，不断增强本地医院就近救治的能力，保证多数
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此外，还需要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适当降低农村贫
困患者个人承担的比例，适当扩大医保报销目录。应该利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让农村贫困人口了解更多健康知
识和卫生常识，同步实施“清洁饮水”“改水改厕”“清洁家园”
工程，有效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消除危害健康的不良因素，切
断疾病传播的路径。

稳定脱贫 短期靠就业长期靠产业

持续稳定脱贫的关键是持续稳定增收，而贫困人口的增
收，短期靠就业，长期靠产业。

10年前，丰都县就开始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如今已形成
了集牧草种植、饲料生产、品种繁育、生态养殖、屠宰及精深

加工、科技研发及市场营销于一体的肉牛全产业链，带动上
万农户脱贫增收。

“我们采取的是‘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合
作模式，实现企业与农民的共进共富。”朱刚泉介绍，根据测
算，除去成本，农户养牛的利润为1660元/头，种草利润为
2440元/亩，参与合作社的农民，平均每户每年增收可达3万
元以上。与此同时，农户还可以通过代养代购代销、返聘就
业等方式增收——去年，他们按协议对建卡贫困户进行分
红，返还固定收益1800万元，发放工资3500万元以上。

朱刚泉表示，肉牛产业链长、带动性高、附加值高，是贫
困群众脱贫增收的一个有效途径。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完
善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带动更多农民
增收。

“在网络化的今天，好产品也需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才
能更好的提升产品价值。”陈卜文举例说，城口蜂蜜来自大
山，量少质优，但其进入市场时却很难卖出高价，甚至“不得
不与普通蜂蜜同场竞价——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缺乏创意和
包装，没有品牌文化输出，高品质的农产品也很难卖出其应
有的价格。

“新媒体可发挥独特优势，让优质稀缺的农产品搭上文
创快车，卖出更高的价格，助力精准脱贫。”陈卜文建议，新媒
体可对稀缺、优质农产品进行文创包装，用新媒体的语言和
方式，将其推介给有消费升级需求的人群，提升其附加值，

“现在很多贫困区县也在有意识地发掘和培育一批懂网络、
懂媒体的致富带头人，建议在他们中间推出一批‘网红’，带
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陈卜文表示，政府应搭建新媒体公益扶贫联盟，集行业
多方力量，为贫困地区和特色农产品做科学的、系统的营销
策略、推广计划，从而解决农产品与城市消费人群信息不对

称问题，让贫困地区真正好的农产品实现价值提升，切实给
贫困农民带来收益。

扶贫扶志 增强脱贫内生动力

“最可怕的贫困不是物质贫困，而是思想意识的贫困。”
谭净说，脱贫攻坚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一项经济工作，而
在经济活动中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必须激发贫困群众这个脱贫攻坚最大主体的主观能
动性，扶起脱贫志气，充实致富本领，才能实现稳定长效脱贫。

邹远珍则表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主要有4种类
型：一是生活在疏远物质财富的群体性文化中，甘于贫困，这
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偏远山区较为常见；二是生活目标模糊，
主要是没有配偶、子女的人群，他们没有个人认为值得奋斗
的目标；三是发展信心缺失，主要是在发展竞争中被边缘化
的人群，他们觉得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
四是福利依赖，即“等靠要”思想严重的人群。

“解决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是增强农村社区的
组织化功能。”邹远珍表示，今年平安乡将通过抓支部建设、抓
党员示范、抓阵地建设来增强基层基础，探索建立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通过接访、下访、家访、巡访等
办法，知民意解民难化民怨，通过这些措施让先进的文化和价
值观念逐渐在村民心中生根发芽，从而真正在思想上脱贫。

（本文图片由记者郑宇、张锦辉、谢智强、万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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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勋同志简介
李殿勋，男，汉族，1967年11月生，河南上蔡人，大学，历史学学士，法学学士，

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
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5.09—1989.07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
1989.07—1991.07 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91.07—1997.06 四川省重庆市政府法制局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7.06—1998.04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综合协调处负责人
1998.04—2000.12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处长（其间：1999.02—

2000.02抽调任重庆市委、市政府整顿金融“三乱”办公室政策方案组组长）
2000.12—2003.02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01.02

兼任财政局局长（其间：2002.03—2002.06重庆市委党校第8期地厅局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2002.05—2002.11挂职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工交商事法制司副司长）

2003.02—2009.03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2003.09兼任重庆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其间：2004.05—2004.07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9.03—2013.02 重庆市开县县委书记（正厅局长级）
2013.02—2014.09 重庆市南川区委书记
2014.09—2015.02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正厅局长级）
2015.02—2016.12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重庆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

委员
2016.12—2018.01 重庆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主任
市三次、四次、五次党代会代表，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市三届、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李明清同志简介
李明清，男，汉族，1965年6月生，重庆江津人，市委党校研究生，1983年7月参

加工作，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南川区委书记。
1980.09—1983.07 四川省江津师范学校学习
1983.07—1990.01 四川省江津县四牌坊小学教师（其间：1985.09—1988.07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习）
1990.01—1991.06 四川省江津县教委干部
1991.06—1993.04 四川省江津县教委初教科、普教科副科长
1993.04—1996.08 四川省江津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1991.09—1994.07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大学函授学习；1995.04—

1996.08挂职任几江镇党委副书记）
1996.08—1997.06 四川省江津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7.06—1998.10 重庆市江津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其间：1997.11—1998.10

借调重庆市体改委规划处工作）
1998.10—2000.11 重庆市体改委办公室主任
（1996.09—1999.07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大专函授学习）
2000.11—2003.02 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人事秘书处处长
（1998.09—2001.07重庆市委党校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2001.03—

2002.01重庆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3.02—2004.11 重庆市万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4.11—2005.01 重庆市万盛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2005.01—2007.10 重庆市万盛区委副书记（其间：2006.08—2007.10抽调重

庆市委组织部工作）
2007.10—2009.08 重庆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009.08—2011.11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1.11—2012.05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社长（兼）
2012.05—2013.04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社长（兼），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綦江区委副书记（兼）
2013.04—2014.08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綦江区

委副书记（兼）
2014.08—2018.01 重庆市南川区委书记（其间：2017.09—2018.01中央党校

第43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南川区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五次党代会代表，五届市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杨临萍，女，汉族，1963年8月生，山西浮山人，
研究生，法学博士，一级高级法官，1985年8月参加
工作，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1981.09—1985.08 山西大学法律系法学专

业学习
1985.08—1991.09 山西大学法律系助教
1991.09—1993.09 山西大学法律系讲师
（1990.09—1993.07山西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

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3.09—1996.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法律系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6.08—1997.11 最高人民法院干部
1997.11—1998.1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书记员（副处级）
1998.12—2001.1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助理审判员（其间：2000.04—2000.07 中央
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最高人民法院支部学
习）

2001.10—2005.08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审判员（正处级）

2005.08—2011.05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副庭长（其间：2006.03—2006.07中央党校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1.05—2013.04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2011.11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委
员、纪委副书记

2013.04—2014.08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4.08—2015.1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民一庭庭长

2015.10—2017.0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2017.02—2018.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代院长、党组书记

2018.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党组书记

市五次党代会代表，五届市委委员，市四届、五
届人大代表

陈雍，男，满族，1966年10月生，辽宁北镇人，
研究生，法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1991年
8月参加工作，198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1984.09—1988.09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政
治专业学习

1988.09—1991.08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科

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1.08—1993.02 辽宁省监察厅政策法规

处干部
1993.02—1996.03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

行办公室工作人员
1996.03—1998.12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

行办公室副主任
1998.12—2001.10 辽宁省监察厅厅长助理

（正处级）（其间：2000.08—2001.08挂职任辽宁省
大连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长）

2001.10—2002.10 辽宁省纪委常委、省监察
厅厅长助理（副厅级）

2002.10—2004.09 辽宁省纪委常委、省监察
厅副厅长（其间：2003.04—2004.04美国伊利诺伊
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在职研究
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4.09—2007.07 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
市纪委书记

2007.07—2008.05 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
2008.05—2010.12 辽宁省沈阳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
2010.12—2011.02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

室干部
2011.02—2011.12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

室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
2011.12—2013.05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

室主任
2013.05—2014.03 中央纪委执法和效能监

督室主任
2014.03—2015.04 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

察室主任
2015.04—2015.09 监察部副部长兼中央纪

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2015.09—2016.12 监察部副部长
2016.12—2018.01 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8.01— 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市五

次党代会代表，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四届、五届市
纪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简介

陈雍同志简介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简介

杨临萍同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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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啃下脱贫“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