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2019年度脱贫攻坚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万州区梨树乡政府

万州区纪委监委机关

黔江区沙坝乡木良村驻村工
作队

黔江区卫生健康委

涪陵区大顺乡新兴村村委会

巴南区扶贫办

合川区太和镇政府

南川区慈善会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潼南供电
分公司

荣昌区吴家镇玉峰村驻村工
作队

开州区大进镇政府

开州区住房城乡建委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驻村工
作队

武隆区芙蓉街道东山村驻村
工作队

武隆区纪委监委机关

城口县北屏乡月峰村村委会

城口县修齐镇政府

丰都县高家镇方斗山村驻村
工作队

丰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

忠县白石镇华岭村驻村工
作队

云阳县泥溪镇政府

云阳县财政局

奉节县卫生健康委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奉节支行

巫山县巫峡镇春泉村驻村工
作队

巫山县官阳镇政府

巫溪县宁厂镇政府

巫溪县扶贫办

石柱县三益乡中堆村村
委会

石柱县中益乡政府

秀山县钟灵镇政府

秀山县住房城乡建委

酉阳县车田乡政府

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原酉阳县城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彭水县商务委

重庆市黔中道紫苏种植专
业合作社

市委办公厅扶贫集团驻石
柱县中益乡工作队

市政府办公厅扶贫集团驻
奉节县平安乡工作队

市教委扶贫集团驻巫溪县
天元乡工作队

市经济信息委扶贫集团驻
城口县鸡鸣乡工作队

市文化旅游委扶贫集团驻
酉阳县车田乡工作队

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委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办公室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员会办公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
党办

市水利局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处

市知识产权局规划与政策
法规处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处

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

重庆商社集团

奋进奖（21名）
王义开

毛海生

付体碧（女）

付维刚

古德建

伍 东

成 伟

李卫军

李树群

李美容（女）

李绪斌

池再军

张大富

张禹梅（女）

陈家秀（女）

邵红二（苗族）

周康云

彭 涛（女）

蒋凤永

程财双（土家族）

曾维宽

贡献奖（35名）

王 川

王 渺

王 斌

王长生

田 杰

冉 颖（女，土家族）

孙培栋

刘 芳（女）

刘庆中

刘吉振

李 辉

合川区小沔镇金土村本土人才

云阳县清水乡庙塆村党支部书记

丰都县十直镇秦榜沟村脱贫户

秀山县维刚水果种植基地负责人

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脱贫户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支部书记

北碚区金刀峡镇小华蓥村党总支书记

涪陵区蔺市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

武隆区文复乡西山村脱贫户

奉节县太和乡太和社区脱贫户

巫溪县文峰镇长沙村脱贫户

酉阳县南腰界镇红岩村脱贫户

万州区柱山乡云安村党支部书记

渝北区洛碛镇沙湾村党总支书记

潼南区塘坝镇觉山村脱贫户

彭水县润溪乡莲花寺村党支部书记

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党支部书记

忠县金鸡镇蜂水村党支部书记

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脱贫户

石柱县金铃乡华阳村脱贫户

璧山区来凤街道鹿河村脱贫户

潼南区政协副秘书长
柏梓镇哑河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大足区季家镇宣统委员

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副局长

市结核病防治所办公室职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研处干部
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酉阳县民意调查中心策划科科长
清泉乡清溪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市水文监测总站一级科员
丰都县三建乡红旗寨村第一书记

南川区峰岩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市经济信息委智能终端和通信产业处四级主任科员
市经济信息委扶贫集团驻城口县鸡鸣乡工作队队员
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副研究员
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第一书记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机关工勤人员
秀山县隘口镇东坪村第一书记

李家智

李鑫鑫

何 军

何云莲（女，土家族）

邹 波

陈明策（女）

陈章璐

吴 鹏

张 睿

张丽美（女）

张荣豪

周 杨

周 荣（土家族）

周 靖（女，苗族）

赵 昕

赵茂兴

袁 野

黄才凤

梁送平

覃 艺

揭付军

彭明涌

薛奉军

瞿勇强

奉献奖（20名）
王中凡

韦会强

尹术乔

李小平（女）

李海林

刘新吾

吴 静（女）

吴江林

陈兴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政办主任、对外合作处处长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信息处干部
开州区紫水乡雄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武隆区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中心副主任
沧沟乡青杠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

黔江区扶贫办四级主任科员

云阳县黄石镇社保所职工

铜梁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干部

原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综合处主任科员
巫山县双龙镇龙王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市发展改革委地区处二级主任科员
市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
酉阳县浪坪乡浪水坝村第一书记

巫山县双龙镇政府扶贫办干部、洞桥村大学生村官

丰都县仙女湖镇政府经发办负责人

重庆市南川监狱一级警员
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后坪乡工作队队员

石柱县机关事务中心车辆管理科科长
大歇镇驻乡工作队队长

彭水县信息化扶贫服务中心副主任

市侨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奉节县平安乡长坪村第一书记

秀山县残联四级调研员、隘口镇富裕村党支部书记
城口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副主任科员
沿河乡迎红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垫江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二级主任科员
奉节县平安乡桃树村第一书记
万盛经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

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处二级主任科员

市公路局车渡管理站科长
酉阳县车田乡车田村第一书记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
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驻开州区大进镇工作队副队长

长寿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

重庆市锦新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悦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巫山县鸿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营销部三级职员

重庆海林生猪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记者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巫溪县永聚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张波俊

罗 强

徐 梅（女）

赵宇飞

柏明晓

钟纯刚

彭 阳（女）

彭 瑜

彭小华

戴青树

綦 涛（女）

创新奖（24名）

文丰安（土家族）

王世平

王祥生（土家族）

代 鸿（土家族）

付长波（藏族）

牟 韦（女）

杨 欣（女）

杨 钧

汪云友

刘进文

邹远珍（女）

陈吉明

宋明华

宋朝辉

余堂江

罗奇陵

易国刚

胡 江

赵 亮（土家族）

姚茂瑜（侗族）

游四海

黄素明

盛耀彬

傅 伟

中央电视台重庆记者站记者

重庆轨道集团所属子公司快捷广告公司合同法务部副
经理

重庆市乐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新华社重庆分社对外新闻部记者

山东省日照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
黔江区中医院副院长（挂职）

重庆博滋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安益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重庆日报记者

丰都县鼎弘柠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海南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昌区壹秋堂夏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出版物中心）执行总编
辑（主任）

南川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党支部书记

原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重庆师范大学对外联络与合作中心讲师、重师城口附
中校长（挂职）

重庆紫水豆制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重庆经开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

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区扶贫办）扶贫开发科科长

市专用通信局运维处一级主任科员、石柱县中益乡华
溪村第一书记

梁平区扶贫办综合科副科长

奉节县平安乡党委书记

忠县教委副主任

丰都县包鸾镇青杠坪村党支部书记

重庆三峡银行万州分行党总支书记

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姜
家镇蔡家寺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涪陵区财政局副局长

城口县明通镇党委书记

潼南区人力社保局公务员科科长，米心镇苦竹村第一
书记

酉阳县偏柏乡党委副书记

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区扶贫办副主任（挂职）、羊
角镇艳山红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云阳县后叶镇政府镇长

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评估研究中心讲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健康与老年服务学院党总支书
记、巫溪县天元乡香源村第一书记

二、先进个人（10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一、先进集体（50个）

重庆脱贫攻坚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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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扶贫日，
也是第二十七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近
日，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贵忠在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后，
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下一步我
市将把防止返贫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多
管齐下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7%

刘贵忠介绍，通过持续多年用力，
我市脱贫攻坚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 2014 年的
165.9万减少到13.9万，贫困村从1919
个减少到33个，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
已有10个整体摘帽、4个市级贫困区县
全部摘帽，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7.1%降至2018年的0.7%。

与此同时，我市聚焦深度贫困，紧
盯城口、巫溪、酉阳、彭水4个未摘帽县
以及未出列的33个贫困村，严格对照退
出标准，逐项查漏补缺。2019年，4县
投入市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1
亿元，较上年增长26%。

同时，市领导定点包干18个深度贫
困乡镇，按照精准到人头、统筹到区域

的要求，围绕深度改善生产生活生态条
件、深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深度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度落实各项
扶贫惠民政策“四个深度”发力。截至
今年6月底，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工项
目 1911 个，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18.24%下降到2.13%。

此外，我市紧盯未脱贫人口，对13.9
万未脱贫人员，特别是病人、残疾人、老
年人、失能人员等特殊困难人口，加大
精准帮扶力度，预计全年减贫10万人左
右。

已解决5076个“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点

刘贵忠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全市脱贫攻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
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出台实施意见
和实施方案，先后组织20万余干部进行
多轮拉网式排查，在全面动态掌握‘两
不愁三保障’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政策举措，细化攻击点位，逐项逐户
对账销号。”刘贵忠说，截至10月 15

日，排查发现未完全实现“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保障的 5155 个问题点已解决
5076个，完成率98.47%，剩下未解决的
问题也将在年底前全部解决。

坚持“四不摘” 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效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随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近，
脱贫攻坚也进入了收官阶段。“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后，
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刘贵忠
认为，我市将把防止返贫摆在更加重要
位置，多管齐下提高脱贫质量。

一是全面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
已摘帽区县、已脱贫村和已脱贫人口，
稳定脱贫攻坚政策，对15个非重点区县
一体安排，切实解决“插花”贫困问题。

二是扎实开展脱贫人口“回头看”
工作，及时动态掌握贫困人口信息。

三是大力推进消费扶贫，已通过在
山东设立鲁渝扶贫超市专柜，开展“十
万山东人游重庆”活动，助推山东采购
重庆特色农产品达1.95亿元、9家中央
定点单位采购达1500余万元，还将继续
举办“赶年节”消费扶贫、扶贫“爱心购”
等活动，带动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增加收入。
四是深化“志智双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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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度方面，我市还将按照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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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贵忠还介绍了脱贫攻坚工作下
一步的重点工作，即“夯实3个基础，突
出7个聚焦”。夯实3个基础即夯实扶
贫对象信息管理基础、夯实脱贫攻坚项
目库基础、夯实脱贫攻坚政策标准基
础。突出7个聚焦即聚焦“三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深度贫困、“四个不摘”、
脱贫质量、问题整改、作风改进等7个方
面，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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