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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重庆分行

责无旁贷助力深度贫困乡镇“脱真贫”
一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积极发挥

开发性金融作用，大力支持重庆市基础设施、基础
产业和支柱产业建设，同时致力于改善民生和推动
国际合作业务，有力地支持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

在帮扶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战中，国开行
重庆分行以责无旁贷的信念和行动，有效助力包
括石柱县中益乡在内的重庆深度贫困乡镇脱贫

“摘帽”。

精准聚焦 完成帮扶顶层设计

“验收‘摘帽’成功，我很开心，而最大的喜悦则
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脱贫。”这是国开行重庆分行青年
骨干仲文弟在分享石柱县脱贫“摘帽”公示信息时的
感悟。作为该行通过公开竞选派遣到深度贫困乡镇
挂职的青年骨干之一，仲文弟于2018年担任石柱县
中益乡副乡长，他对口联系的就是华溪村。

2017年9月，为了坚决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我市精准识别出18个深度贫困乡镇，集中力量
攻坚深度贫困难题，石柱县中益乡就是其中之一。

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确定之初，国开行重庆分
行就与市扶贫办、市金融办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支持
重庆市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融资合作协议》，完成
了“聚焦深贫乡镇、助攻坚中之坚”的顶层设计。

当年年底，该行在人力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公
开竞选的方式，派遣2名具有近10年扶贫工作经验
的业务骨干到石柱县中益乡、奉节县平安乡挂职副
乡长，同时派驻4名扶贫专员对口全市贫困区县扶
贫工作，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融智融资 支持中益扶贫开发

在国开行重庆分行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仲文

弟迅速投入助力中益乡脱贫攻坚工作中。
一方面，他主抓金融工作，结合当地实际积极

构建“金融”扶贫造血机制，帮助广大农户向金融机
构申请小额扶贫贷款。2018年，全乡共办理221笔
小额扶贫贷款，金额超过1080万元，获贷率从年初
的不足8%增长到48%。

另一方面，在华溪村探索“三变”（农村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改革，协助该
村集体企业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完善了治理结
构；牵头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其
结对的两家贫困户实现了应获尽获各项帮扶政策，

最终达到了“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脱贫要求。
在此过程中，仲文弟主动担当开发性金融的宣

传员、规划员和联络员，将国开行重庆分行的融资
融智服务延伸到了中益乡扶贫开发的各个领域。

为了支持当地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该
行提供专项规划经费，用于编制中益乡定点包干脱
贫攻坚规划。为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该行贷款
7070万元，支持建设了总长19.59公里、连接中益
乡 4个村的交通干道——中益至万盛坝农村公
路。为了助力产业发展、支持当地打造“中华蜜蜂
小镇”，该行专门邀请中国农科院蜜蜂所首席专家

实地指导，参加培训的养殖户、贫困户超过400
人。为了深入开展教育扶贫，该行在当地设置生源
地助学贷款下沉办理点，去年共有54名当地贫困
学生在家门口完成了贷款申请，申贷金额达38.23
万元。此外，该行还充分利用党费、捐赠资金等，协
调捐赠价值21万元的化肥，助推华溪村集体经济
组织产业发展；提供30万元资金，重点支持坪坝村
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和华溪村环境卫生整治。

用情用力 助推攻克坚中之坚

派遣有丰富扶贫经验的骨干深入深度贫困乡
镇一线开展帮扶，是国开行重庆分行助力我市深度
贫困乡镇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为了进一步彰显党建对脱贫攻坚的统领作用，
加大对脱贫攻坚的服务力度，去年10月，该行又组
织行内各党支部对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定点帮
扶，要求各党支部与深度贫困乡镇开展党建共建，
推动在一年内实现至少一个脱贫项目贷款资金发
放到位。去年11月责任书签订后，各党支部随即
赶往当地调研开展工作，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周又
分赴各乡镇落实扶贫捐赠、跟踪项目情况。目前，
该行相关党支部已经形成了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
外来企业融资、消费扶贫和同业合作等多个工作思
路并在紧密推进。

截至目前，国开行重庆分行向全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发放贷款3.7亿元、提供捐赠资金140万
元，有力支持了当地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与此同时，该行还
坚持“扶上马，送一程”，通过随录取通知书寄送宣
传册、推动受理点下沉、实施还款救助等，向全市深
度贫困乡镇提供生源地助学贷款5100万元，惠及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147人。

在提供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基础上，国开行重庆
分行又于今年举办了全市深度贫困乡镇学生专场
双选会，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664个，最终
180余名大学生与招聘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性协
议。助学成才、助业圆梦，该行致力于实现“成长一
个人，帮助一家人，改变一代人”的目标，阻断贫困
的代际性传递和地域性延续。

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国开行
重庆分行将继续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贯彻精
准扶贫要求，进一步坚持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完善
渠道和手段，构建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助力深度贫
困乡镇“拔穷根”、“摘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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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重庆分行举办的全市深度贫困乡镇学
生专场求职招聘双选会

巫溪县天元乡国开行生源地助学贷款下沉点
办理现场

国开行重庆分行挂职干部仲文弟对口联系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国开行重庆分行支持建设的石柱县中益乡坪
坝村便民服务中心

怎 样 在 青 少
年这一人生“拔节
孕穗期”让思政课
真正发挥好立德
树人的作用，直抵
心灵，启迪智慧，
引领发展？

走 进 西 南 大
学附属中学，学校
以大格局加强党
对思政课建设的
全面领导，以高标
准推进思政课教
师队伍建设，以一
体化实现思政课
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用长期以
来坚持的思政教
育实践，响应新时
代思政教育号召，
写出了砥砺奋进
的厚重答卷。

锤炼思政队伍
让教师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西南大学附中广大思政课教师中引发了强烈
反响，在学校师生中掀起了学习座谈会精神的热
潮。

近日，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西南
大学附中开展了2019年第三次学校中心组政治
理论学习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会上，学校党委书记邓晓鹏围绕“办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进行了宣讲，中心组成员深
入研学讲话精神，进行了充分交流学习，并一致表
示要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教师的时代使命，进一
步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

事实上，学校通过党政联席会，中层干部会，
党委、纪委和支部书记参加的中心组会以及全校
教职工大会等多种形式组织教师进行政治理论学
习的活动，这在西南大学附中早已屡见不鲜。一
直以来，学校都把教师当做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和全校最大的固定资产，深知办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如何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思政教师队
伍？在校长欧健看来，要广搭平台，不断为教师专
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据介绍，学校政治课程教研组每周都会召开
教学研讨会，在帮助思政课教师统一思想观点、提
高政治站位、改进教学方法、掌握教学规律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学校还增强培训力度，多次
开展集中备课、多元培训，骨干教师示范课、青年
教师汇报课等集中展示活动，探索提升思政课质
量的方法，拓宽提升教师业务水平的渠道。

不同于普通学科教师，思政课教师还肩负着
培养青少年学生理想信念、品德修养、人格境界的
重要使命。因此，西南大学附中在加强教师业务
素质的同时，把提升教师政治素质也作为“硬性指
标”。

据了解，学校按照西南大学党委统一部署，并
结合附中实际制定附中教师学习内容，确保思想
政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仅2018年，便已开
展政治理论学习11次，进行组织生活、党日活动
11次，3名教师申请入党并通过党校结业考试，全
校党员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成果丰硕，真正落
到了实处。

创新教学模式
让思政课“有知”也“有味”

“你这个东西质量太差了，居然还卖这么贵！”“你
就出这么点钱，你想买我还不想卖呢！”这段大家生活
中耳熟能详的对话，并不是出现在商场里，而是发生
在西南大学附中高二的政治课堂上。在学习到《经济
生活》中价格与价值相关知识时，学生们走上讲台，扮
演起买家和卖家，在模拟交易的过程中，对课程的知
识点有了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

通过合理运用情境教学，让学生掌握课堂主动
权，亲自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是该校政治老师曾志新
教学的一大亮点。同时，他还广泛运用图片、视频、漫
画等载体，积极为学生创设情境，把原本枯燥沉闷的
政治课堂变得“有知”又“有味”。

如果说学校高中政治课的特点是生活化、有人情
味，那么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课堂则更多元化、有趣
味性。

杯子舞、滚报纸、拔河比赛……在初中政治老师
高健的课堂上，游戏化的教学融入让学生在学与玩的
过程中，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课本上抽象的“个人与集

体”的意义。
讲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二（5）班政治

老师杨媛媛索性让学生们将各个民族的特产
食品带到课堂上，羊奶片、牦牛肉、阿克苏苹果
……孩子们一边分享着美味的食物，一边讨论
着各个民族的人文风情、地理风貌，原本正经
严肃的课堂顷刻间变成其乐融融的“茶话会”，
晦涩难懂的政治知识便春风化雨般深植于学
生心田。

“我还尝试把时下流行的游戏元素融入课
程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据杨媛媛介绍，
通过设计具有学生个性特色的“三国杀”卡片，
制定青铜、白银、铂金等小组评价机制，以学生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思政课教学。

事实上，在西南大学附中，像这样受到学
生广泛好评和喜爱的思政课堂还有很多。学
校政治组教师的教学风格虽然迥异，但在推进
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铸魂育人，夯实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的发展路径，让思政
课形式有创新、内容有特色，真正在学生群体
中“活起来”、“火起来”。

探索学科融合
让思政育人有深度、有广度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课程具有学科内容的综
合性，与多个学科在逻辑上相互支撑，在内涵上相
互交融，是助力学生全面而个性成长的一门重要
课程。

在落实到具体教学实践中，该如何平衡好思
政课与各学科间的关系，让学科融合育人的效果
发挥到最大化？西南大学附中用思政教育在学科
教学中成熟的体现，走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融合
育人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一带一路”、
创新创业创造、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让人意外
的是，这些极具政治特色的知识点竟然出现在西
南大学附中的地理课堂上。

在近日举办的2019年重庆市初中地理教师
优质课大赛上，学校地理组教师杨康以“区际联系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一课成功荣获大赛一等
奖。课上，杨康充分结合乡土地理资源和区域政
治经济知识，以中加合作、渝新欧铁路开通等生动
案例，展现了荣昌“引进来走出去”的积极发展态
势，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这样的课堂精彩一幕，只是西南大学附中将
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教学相融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类似这样学科融合的课堂正在学校
里不断涌现。历史组彭博老师执教的《新中国初
期的外交》将历史知识与外交政策有机结合，使学
生进一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
增强对党的领导、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化学组朱
朝娟老师让“法治教育”走进化学课堂，结合时事
案例指导学生在化学实验中要安全、规范操作，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规则、法治意识……

“要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渗透到各个学科
领域，拓宽思政育人的深度和广度。”在西南大学
附中看来，不仅要上好思政课，更要发挥其他相关
学科的融合育人效应，通过知识的整合、价值观的
引导，带给学生更多的体验和感悟，使思政教育内
化成学生的道德情感、外显于学生的行为实践，真
正达到发展学生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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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立身铸魂育人 打造精品思政课程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推进思政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学生在课堂上讲解《我和我的祖国》“至美一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