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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以往“我有什么就给予你什
么”的单向双拥工作，转而推行“你需
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的“互动式”双
拥。6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沙坪
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该区出台
《“互动式”双拥工作十条》，通过制定
军地责任清单、构建军地需求数据库、
组建拥军支前专家库、召开需求听证
会等一系列探索，切实提高新时代双
拥工作水平。

单向双拥变互动双拥

“做双拥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看
到下发的双拥工作文件，冠以‘互动
式’的提法，确实让我眼前一亮。”6月
14日，沙坪坝区新桥街道办双拥负责
人艾如洪，拿着手中的一份文件连连
感慨。

这份被基层双拥工作者赞赏有加
的文件，全称叫《沙坪坝区“互动式”双
拥工作十条》（以下简称“互动式”双拥
十条）。全文785字，下发半个月，就收
到了辖区众多双拥工作单位的热烈反
响。

“这是我们对双拥模式的一次探
索和崭新尝试。”沙坪坝区双拥办主
任、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万天武坦言，
新时代下的双拥环境、背景和任务等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以更具针对
性的方式，将双拥工作推向深入。

万天武透露，这一探索早在调研
酝酿阶段，就明确了一个宗旨，即改变
过去单向式的拥军优属，高度关注双
拥对象的需求，实现双拥工作的“需求
侧结构调整”。

为此，“互动式”双拥十条首先确
立改革实施的基础，即明确制定“军地
责任清单”，列明驻区部队、区级单位
和各镇街双拥工作职责，确定职责“边
界”。

在此基础上，“互动式”双拥十条
明确提出，统一建立军地需求数据库，
分门别类梳理对象需求，对重大议题
和双拥对象普遍关心的议题开展专题
调查研究，形成基础报告。

“这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实际上是
双拥理念的一大变革，我们部队官兵
非常欢迎。”驻沙坪坝区某部双拥干事
刘堃兴奋地说。

刘堃表示，此前传统双拥工作，更
多体现在物质领域。例如早期一说拥
军，就是地方买上一头大肥猪、披红挂
彩送往军营。此后，随着物资丰富，各
种精神奖励开始出现在双拥工作内容
之中。

“但传统双拥工作有一个问题，就
是相关主管部门在起绝对主导作用，
双拥形式和内容基本由主管部门确

定。”刘堃坦言，目前随着国防和军队
改革，部队更加聚焦练兵打仗，对地方
的相关保障要求更加全面和细致。例
如，他所在部队合并调整，有同志陆续
调动过来，家属、子女跟着随调随迁，
这就非常考验地方双拥工作的功力。
最终，沙区主要领导主动上门对接，协
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一站式服务，圆
满解决了问题。

破解双拥工作“两张皮”难题

“客观地说，这一改革解决了双拥
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两张皮’问题。”沙
坪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负责人
郭家川表示。

郭家川所说的双拥工作“两张
皮”，是指双拥工作的需求和供给，有
时候不能很好地衔接。

郭家川举例说，在实际工作
中，很多双拥对象反映，有些服务
项目随着自身条件改善已经不是
迫切的需要，但却依旧在提供；而
有些双拥对象迫切希望解决的问
题，有时却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咨
询。

“这就是双拥工作中需求和供给
出现的‘两张皮’问题，以前在没有制
度支撑下，这些问题很难得到及时有
效解决。”郭家川表示。

事实上，为了解决双拥工作中的
“两张皮”问题，“互动式”双拥十条对
组织协调机构和互动渠道，做出了重
大调整。

其中规定，该区双拥办实行军地

合署办公，让军地双方实现无缝衔接，
同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形成良性互
动。

该制度还明确要全面建立“军地
联络员制度”，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双拥工作网络。

在沟通渠道方面，该区双拥办要
求建立定期走访部队机制，主动了解
部队需求。

更重要的是，该区双拥办将通过
双拥服务热线、注册双拥服务公众号、
第三方调查问卷等方式，摒弃以往“以
点带面”粗略估计，实现“点对点”直接
面向现役军人、军属等服务对象，收集
双拥需求。

“一是深度了解双拥对象需求，二
是建立需求解决机构。”万天武认为，
新时代的双拥工作，再不应是那种“我
有什么就给予你什么”，而是“你需要
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因为现在支撑
双拥工作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已具备，
双拥供给侧已经没有问题，那么就到
了系统解决双拥需求侧结构性问题的
时候了。

事实上，为了此次改革，沙坪坝区
双拥办早已开始推动基础性工作。为
拓展“为军服务”的支撑点，该区已建
立了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1个，镇街服
务站26个，村（社区）服务站195个，配
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形成了一张覆盖
全区的双拥服务网。

“我们能进行‘互动式’双拥探
索，根本原因就在于沙区有这么一
张庞大的服务网。”沙坪坝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副局长王中委表示。

促进双拥工作走向专业化

“新时代的双拥工作，正在由粗放
型走向专业化，这次改革我们也必须
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王中委解释。

“什么是更专业的双拥？显然这
不能仅仅只由双拥部门来界定。”王
中委介绍，为了体现双拥工作的专业
性，“互动式”双拥十条要求，组建拥
军支前专家库，邀请军地代表组建教
育、科技、建设等双拥共建专家库，提
高依法、民主、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
平。

“这一点上，沙坪坝作为一个高
校云集的教育大区，具有明显优势，
加上沙区军队退休干部、军转干部数
量全市最多，这些都是我们做好新时
代双拥工作的宝贵资源。”沙坪坝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军转科负责人刘伟
表示，这是发挥智力优势，引进“外
脑”的举措。

刘伟眼中“互动式”双拥探索的一
大亮点，是确立了决策听证会制度，即
组织专家和各界代表，每年年初在需
求数据库中筛选10件议题，召开决策
听证，对外公示并广泛征求意见后，确
定为当年重点办理的“十大双拥实
事”。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以更专业的
双拥服务，深度推进双拥各项工作。”
刘伟表示。

万天武透露，他们还将对每年的
“十大双拥实事”实行跟踪督办，并及
时通报工作进展、高效解决问题。

双拥工作怎么做？双拥对象说了算！
——沙坪坝区“互动式”双拥工作探索的调查

本报记者 陈波

“向后华，领2400元……”6月20日，
丰都县三建乡农村“三变”改革产业项
目首期保底收益兑现大会，在鱼泉子村
的村民院坝召开。全村411户股东共
领取现金49.64万元，这是新成立的鱼
泉子森荣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向村民
兑现的2018年保底收益。

三建乡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也是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
团对口帮扶乡。去年9月，三建乡流转
全部土地，在全乡8个村（社区）全域实
施农村“三变”改革，各村（社区）新成立
股份合作公司，前3年按照240元/年·
亩向村民发放保底收益，此后保底收益
逐年递增并开始分红分利，第六年起保
底收益将达到500元/年·亩，户均预计
增收1万元以上。

前3年每户村民可获得
240元/年·亩的保底收益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拿到的这个
红本本，叫股权证。这是一个历史时
刻，从现在开始，我们农民的土地资源
变成了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在兑现大会上，鱼泉子村支部书记
秦勤拉大嗓门，向到会的村民宣讲政
策。

此前，鱼泉子村驻村工作队、村支
两委、社长、老党员和群众代表逐户逐

块测量土地面积，经会计师事务所核
定，鱼泉子村土地折价入股产业，总计
投入290余万元，411户村民每户持有
近7200元原始股本，成为了股东。

产业发展的前3年，每户村民可获
得240元/年·亩的保底收益。3年后，
产业发展好了，有收益了，新成立的合
作公司再按照股权分红分利，同时保底
收益逐年递增，第六年起将达到500元/

年·亩。
“我家10亩地5口人，其中两个劳

动力，因为农村‘三变’改革，今年就要
多得一万块钱哟。”村民向后华领过“红
本本”（股权证）和保底收益2400元现
金，喜笑颜开。今年，向后华家流转的
10亩地全部改种青脆李，保底收益之
外，下地劳动还可获得80元/天的务工
收入。

农业专家因地制宜规划
特色经济林

三建乡自然条件恶劣，地形呈“三
山夹两河”之势，海拔从230米急升到
1200米，山高坡陡、生态脆弱，产业空
虚，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典
型。

2018年以前，因缺乏管护资金投

入、技术服务滞后等原因，加之无龙头
企业带动，产业发展步入了瓶颈期，群
众脱贫难度极大。去年，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农业专家来到三建乡，因地制宜为
全乡规划了以笋竹、青脆李、油茶、猪腰
枣等为主的特色经济林。

“种什么是乡里的事，但如果把怎
么种的问题交给村民，难度很大，极易
失败。”丰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三
建乡党委书记黄友志告诉记者，经过
深度调研，去年9月，三建乡流转全部
土地，在全乡8个村（社区）全域实施农
村“三变”改革，按照“政府为主导、农
民为主体、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
企业为龙头”的原则，在全村发展特色
经济林。

闲置地同样入股分红分
利调动村民积极性

“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大半年来，
最难的是调动村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
极性。”黄友志说，三建乡有耕地2.3万
亩，其中田地约5000亩、土地约1.8万
亩，土地中的1.2万亩属于闲置地，有的
长达10年无人耕种。为此，三建乡在
农村“三变”改革中，将1.2万亩闲置地
同样纳入入股分红分利范围，“这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同时，三建乡明确了农村“三变”改
革的投入模式：总投入1.5亿元，其中脱
贫攻坚规划产业项目投入4500万元，
主要用于产业项目苗木采购、栽植和配
套基础设施等投入，作为村集体持股投
资；农户以1.8万亩土地，以10年期限
按照240元/年·亩折价投入4500万元；
企业每年投入2000万元，3年累计投入
6000万元，解决未投产的前3年土地保
底收益、管护人工费、肥料等成本费用

支出。
县属国有企业和县森林经营所分

别与8个村（居）专业合作社，按现代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共同组建8个股份合作
公司，负责产业的经营管理。股份合作
公司设有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成
员，其中董事会成员企业名额占3人，各
村名额占4人。

产业项目投产后按4：3：3比例持
股分红，即国有资本投入的企业占
40%、农户30%、村集体30%（其中村集
体分配10%、建卡贫困户等“四类人群”
分配10%、所有户籍人口分配10%）。

1500万元产业发展风险
金确保村民保底收益兑现

“三建乡有劳动力9000余人，过
去，因耕作条件差、传统产业效益
低，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
全域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已回引劳
动力约1000人。”黄友志表示，目前，
三建乡仍有劳动力缺口约 2000 人。
随着保底收入的持续增加，3年后开
始分红分利，加上务工收入，村民户
均预计增收 1 万元以上，“相信越来
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愿意回乡发
展”。

“伏天即将来临，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扶贫集团成员单位市水利局还为
三建乡规划了一套引水入地的灌溉系
统，目前前期管道已铺设到位，即将投
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团驻
三建乡工作队联络员欧修权表示，为
降低产业发展风险，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扶贫集团还筹资1500万元建立产
业发展风险金，并配套“产业扶贫保
险”，解决在未实现盈亏平衡前群众收
益问题，确保村民保底收益兑现。下
一步，工作队将持续关注各项政策落
地，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让一户
村民掉队。

目前，三建乡脱贫攻坚规划确定的
51个重点项目已开工 49个，完工 21
个，累计完成投资3.21亿元，占总投资
的74.31%。鱼泉子村之外，该乡其余7
个村（社区）的股权证及首期保底收益
将陆续发放到位。

三建乡向村民兑现农村“三变”改革首期保底收益
本报记者 颜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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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都很忙，村里马上要发展
乡村旅游，申请的几个项目陆续都批下
来了，项目策划、预算、施工都得村上负
责。”近日，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村
支部书记钱代彬在观景台建设现场查
看了进度后，又急忙赶往村民秦朝秀
家。

偏僻沉寂的小山村进了游客

钱代彬这次到访带来了好消息：若
秦朝秀愿意发展农家乐，村上可为其争
取资金补贴。

正在厨房里忙活的秦朝秀听了这
话顿时乐了：“那好撒！我可以试一
试！”

钱代彬为何独独找上了秦朝秀？
从钱代彬口中重庆日报记者得知，

秦朝秀家是目前村里唯一能接待游客
吃饭的地方，算是有点发展农家乐的基
础。而说起让秦朝秀接待游客吃饭这
件事，一开始也颇有些“赶鸭子上架”的
意味。

去年，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
先后对艳山红村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
由“烂泥坝”蜕变成高颜值新农村的故
事进行了报道，让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
村庄一时间出了名，引得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

“我们这个山沟沟哪里来过外人
哦？”钱代彬说，游客头一次进村时，大
家觉得稀奇之余也有点犯难，“客人们
到处问哪里有吃饭的地方。”

怕怠慢了游客，情急之下，钱代彬
想到了秦朝秀。“她手艺还可以，家里地
方也大，宽敞。”简单跟秦朝秀交代了情
况后，钱代彬就把游客介绍到她家去
了。

让秦朝秀没想到的是，自己眼中的
穷山沟竟然受到了游客们的好评。“他
们来了后直夸我们村风景好，空气也
好。”她笑说，“他们对村上的发展很感
兴趣，一直问我以前的‘烂泥坝’到底是
啥样。”

此后，到艳山红村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秦朝秀也就此接下了招待游客就餐
这项“任务”，为此，她还特意在堂屋添
置了一张带转台的餐桌。

游客的“不满”为旅游发
展指了路

游客的到来，让艳山红村有了新目
标——发展乡村旅游。可是村里并没
有经验，该从何处入手呢？

为拓展思路，钱代彬便常与游客们
闲聊，想借此找点突破口。就这样，他
渐渐得知了客人们的“不满”，“村里没
有住宿，想多玩两天也不行。”“自然风
景是挺好，但是耍事太少。”

“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努力
的方向。”钱代彬说，为突出当地特色，
并保留乡村“土味”，今年村里陆续申请

了观景台、登山步道、骡马道、特色民宿
等旅游配套项目，“现在观景台已开始
动工，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乌江五里滩，
今后我们将修建步道一直延伸到乌江
边，到时候还可以在江边搞点纤夫文化
相关的表演，为游客增添点耍事。”

可毕竟村里旅游刚起步，如何发动
村民发展农家乐、办民宿呢？思考过
后，钱代彬又“盯”上了秦朝秀。“你现在
也算是起了步，餐饮方面应该问题不
大，只要把房间收拾出来就可以了！”钱
代彬想通过秦朝秀先走一步，然后带动
其他村民一起加入。为鼓励秦朝秀，钱
代彬还特意帮她申请了补贴政策。

对于钱代彬的提议，秦朝秀非常心
动，她笑呵呵地说：“只要有游客，还愁
赚不到钱？我还是挺看好村里的乡村
旅游的，去年就有从重庆来的老师在我
家借住过一段时间，她当时就表示，如
果我经营住宿她一定会带亲戚朋友再
来！”

花卉产业收入已成村集
体经济重要来源

如今走在艳山红村，家家户户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摆放着开得正
艳的海棠、三角梅等花卉，道路两旁也
有星星点点的鲜花盛开。

记者来到二组院子（小地名）时，只
见一个花卉基地里，一片橙黄的孔雀草
更是吸引眼球。“这是我们村去年发展
的产业，现在已经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
来源了。”钱代彬介绍说。

基地里，两名村民正忙着在花盆里
进行花卉扦插，一名技术员在对盆栽喷
洒农药。“这个基地共20亩，目前种有
小叶海棠、西洋鹃、孔雀草、太阳花、石
竹等20个品种的花卉，如今根本供不
应求！”钱代彬说，去年该基地为集体经
济增收10余万元，今年通过与区市政
园林管理局合作，为其提供城市绿化所
需的花卉，销路进一步扩大，预计今年
能给村里带来60万元左右的收入。

“我们的花儿今年确实卖得俏，4
月底羊角古镇开街，里面的花卉基本都
是从我们基地出去的。那段时间我们
搬花都搬不赢，差不多忙活了3天才搞
定，基地都快被搬空了。”基地负责人吴
远强说。

钱代彬告诉记者，这片花卉基地已
成为游客的打卡点，他们经常也会买点
花卉盆栽带走。“今年我们准备将这片
基地扩大到100亩，再增加点高档花卉
的种植，让这里更加赏心悦目，同时带
动集体经济进一步增收。”钱代彬说，今
年村上还新发展了生态菜籽油产业，种
了100亩油菜花，“这些产业不仅将村
子装扮得更加美丽，提供了观赏价值，
还成了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为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实现了观赏、增收两
不误！”

风景“钱”景两不误

武隆艳山红村踏上旅游发展路
本报记者 栗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