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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全市脱贫攻坚形势

重庆日报：经过持续多年艰苦卓绝
的努力，我市的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
成绩，目前全市的“两不愁”已基本解
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具
体来看，在距离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还
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市的脱贫攻
坚面临怎样的形势？

刘贵忠：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特别是2017年7月以来，我市的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市贫
困人口从2014年的165.9万人减少到
2018年底的13.9万人，贫困村从1919
个减少到33个。

但是，重庆的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不
轻。一方面，剩下的城口、巫溪、酉阳、
彭水，是我市贫困程度最深的重度贫困
县，自身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造血功能
不足，统筹区域均衡发展难度大；33个
贫困村也都是分布在这4个县里，全都
是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差、青壮年劳动
力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欠账”严重的贫
困村；13.9万贫困人口中，绝大部分都
是长期患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脱贫
基础薄弱的人，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坚中之坚。

另一方面，对于一部分已脱贫群众
而言，脱贫的根基并不牢靠，一旦离开
了扶贫政策就有可能返贫。因此，如何
有效防范返贫，我市还有大量工作要
做。

此外，在工作认识上，少数干部对
脱贫攻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脱贫攻坚
工作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以及对真抓
实干、成败系于精准等问题的认识和把
握不足；在工作落实上，尤其是在落实
脱贫攻坚主体责任、解决工作作风问
题、精准落实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方
针政策、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等方面还有
差距。

这些都表明了我市脱贫攻坚任务
具有艰巨性和持久性，现在距离目标越
近，越不能松懈，要一鼓作气，找准着力
点，啃下硬骨头，交上满意答卷。

采取扎实措施补上“短板”

重庆日报：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市
采取哪些办法进行破解？成效如何？

刘贵忠：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办
法。例如，实施了贫困村提升工程，这
个工程涉及全市33个区县，涉及我市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扶贫的3739
个村，涉及已脱贫、未脱贫的贫困户
245.9万户，将在3年内投入505亿元，
实施项目3.4万个。去年以来，我市加
速推进贫困村提升工程，累计实施项目
2.2万个，完成投资215.4亿元，其中基
础设施项目11783个，投资162.3亿元，
产业扶贫项目 4483 个，投资 29.6 亿
元。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助推了产
业发展、美化了生态环境、充实了集体
经济、增强了贫困群众造血功能。

今年3月，由市委组织部、市委督
察办牵头，我们对全市4个今年将摘帽
的贫困县、18个深度贫困乡镇、33个贫
困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和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逐一深入调研，进
一步摸清了底数，理清了思路，明确了
重点。

在此基础上，我市将重点聚焦尚未
脱贫摘帽的4个贫困县、18个深度贫困
乡镇和33个未销号的贫困村，加大政
策倾斜力度，攻克区域贫困坚中之坚。
聚焦13.9万未脱贫的特殊困难群体，对
病人、残疾人、老年人、失能人员等，采
取综合性保障措施，加大精准帮扶力
度，逐项逐户对账销号。

例如，在增加收入方面，既要深度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又要完善产业发展
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稳定持续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
对厌学辍学的适龄儿童，一对一做好劝
返工作；对因病因残不能上学的，分类
送教上门，并及时兑现资助政策。在健
康扶贫方面，落实贫困群众参加基本医
保和大病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财政定额
补贴政策，确保目前还没有参保的586
人全部参保。在住房保障方面，坚持应
改尽改，年底前完成3076户C、D级危
房改造任务，对已改造未落实补助的全
部兑现。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对313
户饮水存在安全问题的，年底前要全部
实现安全保障到位。

将建可动态调整的防返贫机制

重庆日报：随着脱贫攻坚战即将迎
来收官阶段，巩固和提升必然是今后的
重要任务和要求，我市在防止返贫方面
是如何考虑的？

刘贵忠：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实
质性的动作。

首先是继续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出台了《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我们将结合这
个文件，研究制定我市进一步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实施方案，市
级行业主管部门也将分别制定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

其次，对未脱贫户和已脱贫户全覆
盖开展“回头看”，对年收入在3500—
4000元的一般农户组织拉网式排查，
摸清脱贫成果巩固底数，制定因病因学
因灾等返贫的防范措施。

三是按照近年来的返贫趋势预判
2020年后贫困情况，建立和完善精准
识别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完善防止返贫

监测机制，制定防止收入水平略高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临界对象陷入贫困的
政策措施。同时有效防范化解脱贫攻
坚中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利益联结的
失信风险、小额信贷的经营风险等。

四是要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建立脱贫光荣荣誉制度，加强宣传
教育、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发挥村规民
约作用，改进扶贫政策兑现方式，增强
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主动性。

最后，我们还要抓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特别强调，要着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

行路之难，在于末端。“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
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战质量。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如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中的薄弱环
节？如何建立完善的、更加科学有效的防返贫机制？日前，市扶
贫办主任刘贵忠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专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29）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逐项逐户对账销号
——访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贵忠

本报记者 颜安

今年我市从中央获得的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 24 亿
元。按照当前还剩下 13.9 万
贫困人口来计算，每人可获得
1.7 万多元的财政资金扶持。
即使不进行任何的扶贫设计，
仅仅是把这笔钱发到每个人
手里，这些贫困群众也达到了
现行的脱贫标准。

但脱贫攻坚能这么简单
粗暴吗？当然不能！

贫困地区大多山高路
远、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贫困
群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劳动
技能欠缺、市场意识淡薄。因
此，要想长效脱贫，进行系统
设计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
会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
怪圈。

越是到扶贫后期，怎么激
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就越
发重要。如果光靠“送”，长期
下去贫困户就会形成“等、靠、

要”的思想。因此，在帮扶方
式上，应该提倡勤劳致富，通
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
运，实现人生的出彩。

如何转变帮扶方式？一
方面政府的政策要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要组织动员群众，让
贫困群众不仅有想法，而且有
办法，向往美好的生活，自己
去努力实现脱贫。在政策设
计上，可以实行真干真支持，
大干大支持，少干少支持。比
如现在搞的扶贫小额贷款，有
项目才能发放贷款，而且5万
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
押，金融机构按基准利率放
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如果
没有项目，就享受不到这个政
策。

只要贫困群众的思想观
念彻底转变，从心态上脱了
贫，实现真正脱贫、长效脱贫
就为之不远了。

长效脱贫要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颜安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日
前，武隆区率先研究制定出台“临
界户”扶持办法，配套干部帮扶、
大病救助、医疗参保、防贫保险、
产业扶持、信贷贴息等6类帮扶
措施，870户2962人已纳入“临界
户”管理。

武隆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为临界户的界定制定了
相关标准：参照建卡贫困户“八步
二公示一比对”的识别流程，将上
年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贫
困线与贫困线1.2倍之间，或者因
医疗、教育、住房、重大灾害等刚
性支出较大，造成家庭人均负债
超过上年全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非贫困户，即为“临
界户”。

“这部分群体是新生贫困户的
主要部分。”该负责人说，“其实‘临
界户’与贫困户，有时区别并不明
显，在极端情况下，两者的收入就
差1块钱，但‘临界户’却享受不到
诸多贫困政策，所以新增贫困的可
能性很大。”

因此，武隆出台“临界户”扶持
办法，对“临界户”实施精准管理。

首先，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参照建卡贫困户动态管理方式，

对“临界户”对象家庭进行全覆盖
监测，监测其生产生活情况。每
半年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对已不
具备“临界户”条件的予以剔除；
对新产生的“临界户”家庭纳入统
一管理并落实相应的帮扶政策；
对生产生活条件具备建卡贫困户
条件的，及时纳入建卡贫困户进
行管理。

其次，建立完善医保缴费资
助、大病医疗救助、产业到户、贷款
贴息、防贫保险、结对帮扶6项政
策措施。在医保资助方面，“临界
户”只要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
险一档，即可享受缴费额70%资
助；在大病救助方面，对心脏病、脑
中风、恶性肿瘤等10种重大疾病，
自付费用在0.5万元以上的予以
救助，根据费用多少，救助费用比
例分别为40%、60%、80%；在产
业扶持方面，“临界户”发展种植养
殖产业项目，每户每年将获得不高
于6000元的产业补助资金；此外，

“临界户”还能享受贷款贴息补助、
“防贫保险”等政策扶持。

据悉，自启动监测以来，武隆
区共监测 1106 户 3701 人，纳入

“临界户”870户2962人，被精准
识别为贫困户48户140人。

武隆率先出台“临界户”扶持办法
870户2962人纳入管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7月3
日，梁平区宣传思想战线增强“四力”教
育实践“奋斗奔跑·做时代新人”演讲比
赛决赛在该区影剧院举行，比赛通过讲
好中国故事、讲好梁平故事，展示了梁平
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成果。

“做好宣传工作既要多想多思，也要

多走多写。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本领
能力……”演讲现场，通过层层选拔晋级
决赛的14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们和身边人在
工作中践行增强“四力”的故事。一个个
自强不息、爱岗敬业、忠诚担当、敢闯善

为的成长故事，赢得了现场听众阵阵掌
声与喝彩声。

据了解，此次演讲活动是梁平区“四
力”教育实践工作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当前，梁平区宣传思想战线正按照中宣
部、市委宣传部的要求，扎实推进“四力”
教育实践工作，开展了思想理论大学习、
政治素质大提升、宣传工作大练兵、破解
难题大讨论等重点工作，举办了专题测
试、运动会、访谈、征文、演讲比赛等系列
活动，确保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增强“四力” 亮出“真功夫”

梁平区举行宣传思想战线演讲比赛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实习生
董豪）6月29日，“2019年重啤奖学金暨
出彩青春·大学生榜样人物寻访活动”结
果公布，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王啸洋、重
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的常煜童和重庆警
察学院的向秉涵成为重啤奖学金获得
者。他们将在今年夏天代表中国青年，
赴非洲坦桑尼亚参加为期3周的“国际青
年先锋”学习交流活动。

据悉，重啤奖学金项目来自于嘉士

伯基金会的资助。每年，嘉士伯基金会
都在全球范围内资助10位杰出青年参
加“国际青年先锋”学习交流活动，加入
全球青年精英网络。自2016年起，重庆
啤酒成为嘉士伯集团成员，项目也以“重
啤奖学金”的形式在重庆落地，并成为重
庆大学生的专属。

过去3年，“重啤奖学金”已从重庆65
所高校、百万大学生中，选拔出4名优秀重
庆大学生代表参加“国际青年先锋”学习交

流活动，助力重庆青年发展的特色项目。
据悉，今年国际交流活动中的课程

由国际青年先锋精心设计，内容包括访
问跨国公司了解企业家如何创造共同价
值，在SOS儿童村了解当地教育情况，探
访非洲大自然了解生物多样性等。期
间，参与者还对坦桑尼亚的语言、文化、
历史和艺术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

据了解，今年获得重啤奖学金的三名
大学生都有着独特的闪光点。其中常煜
童考取了6.5分的雅思成绩，且已经拿到
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书；向秉涵曾获重庆市第二十八届大学生
英语演讲比赛二等奖；王啸洋则曾赴重庆
巫溪支教，并获评“优秀班主任”称号。

三名重庆大学生获重啤奖学金
将赴坦桑尼亚学习交流

新华社德黑兰7月7日电 伊朗
政府7日宣布，伊朗正在提高浓缩铀
生产丰度，将不再受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对伊朗只能生产丰度上限为
3.67%浓缩铀规定的限制。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当天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

“今天，我们将开始进行高于3.67%
丰度的铀浓缩活动，丰度水平将取决
于我们的实际需求。”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
兹·卡迈勒万迪当天发表声明，确认
伊朗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度，并突破

伊核协议关于3.67%丰度的限制。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

布什尔核电站需要丰度为5%的浓缩
铀，而位于德黑兰的科研用核反应堆
则需要20%丰度浓缩铀。

关于伊朗铀浓缩活动丰度的限
制是伊核协议核心条款。90%以上
高丰度浓缩铀属于武器级核材料，可
以用于制造原子弹。但理论上生产
20%丰度和90%丰度浓缩铀之间几
乎没有技术障碍。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2015

年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协议规
定，伊朗在协议生效15年内保存最
多300公斤经过浓缩的六氟化铀，丰
度最高为3.67%。国际社会承诺解
除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美国去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随后重启一系列对伊朗制
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今年5月8
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同时，
伊朗拟在60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
字方谈判伊方权益问题，若诉求得不
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铀浓缩活动
的产品丰度。伊朗7月1日宣布，突
破300公斤低丰度浓缩铀的储量限
制。

伊朗宣布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度

➡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震中所在地区圣贝纳
迪诺县余震频繁，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6日宣布该县进
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联邦政府提供直接援助。加州州长

紧急服务办公室已启动运营中心“最高级别”应急措施，
与联邦、州和地方应急部门及搜救人员密切合作，评估两
次强震导致的损失情况。

美国加州强震震中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阿富汗政府官员7日说，阿东部加兹尼省首府加兹
尼市当天上午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
死亡、96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阿富汗塔利班宣布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称该组织武装分子袭击了一个警察
局，打死打伤数十名安全人员。

（据新华社）

阿富汗东部汽车炸弹袭击致百余人伤亡

快读

云阳普安乡马安柑橘园。

巫山两坪乡仙桥安置点全貌。

秀山梅江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本组图片均由市扶贫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