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不仅仅要精准到人，还要精准施策。导致贫困的原
因是多样化的，脱贫攻坚必须找到“穷根”，结合实际精准施策。在这个过程，
我市贫困区县涌现出了许多创新举措，这些举措不仅有力地助推了当地脱贫
攻坚，也为其他类似贫困地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石柱石柱
10月 16日一大早，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的一处崖壁
边，返乡青年刘益洪在几十桶蜂箱
间奔忙。国庆7天假期，他的“桃园
农家乐”营业额突破1万元，来自重
庆主城的客人还订了10多斤土蜂
蜜。此刻，他正抓紧取蜜，准备委托
朋友将蜂蜜带到主城。

市级深度贫困乡中益乡，地处
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两山夹一槽”
的位置，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落后、
发展资源贫乏，全乡7个村就有4
个是贫困村。原本贫困的刘益洪能
过上如此红火的日子，得益于中益
乡刮起的一场改革春风。

2017年9月，市委办公厅扶贫
集团派驻的扶贫工作队入驻中益乡
后，发出了“向改革要效益”的脱贫
攻坚倡议，带领全乡7个村深度挖
掘生态经济。

短短两年时间，一项项改革迸
发出新的生产力，昔日的贫困山乡
正焕发勃勃生机。

“三变”改革——

让贫困村变成美丽乡村

华溪村以前无主导产业，无集

体经济，村干部无发展思路，是个典
型的“空壳村”。如何借绿水青山来
发挥效益，如何探索利益联结的改
革之路？

驻村工作队给出的改革答案
是：牢牢抓住成为全市“三变”改革
试点村的机会，让华溪村成为农旅
融合的美丽乡村。

2017年，驻村工作队协助华溪
村将427户1280位村民组织起来，
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
组建了村集体经济企业——中益旅
游开发公司，瞄准“深度调整产业结
构”实施“三变”改革。

其中，293户村民以1088亩土
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将
全村可利用土地统一生产经营，同
时积极发展扶贫车间、中蜂养殖、康
养旅游等合股联营项目，构建起了

“1+1+N”的生产经营体系。
这样，土地经开挖平整后种上

了黄精、吴茱萸、木瓜等优质中药
材，脆桃、脆李等畅销经果林，菊花、
牡丹等高效观赏作物。两年后，脆
桃脆李观光采摘园、荷塘月色垂钓
基地、金溪旅游观光步道、牡丹露营
体验区等相继建成。

像刘益洪这样家处产业基地的

农户，趁机搭上了旅游发展的快车。
今年，该村初挂果的优质脆桃

卖出了好价钱，林下套种的15万斤
西瓜销售一空，900余斤土蜂蜜热
销主城，村集体收入预计将突破60
万元，户均增收4000元。

森林赎买改革试点——

诞生全市第一笔林权抵押贷款

全兴村和平组贫困户刘正文从
未想到，自己能在家门口找到工
作。要知道，全兴村是中益乡最偏
远的村之一，海拔高，没有主导产
业，森林面积有3万亩。

“我们想到了挖掘森林经济的
改革点子。”驻村第一书记刘亚平
说，全兴村制定了“发展产业生产、
盘活集体资源、开发闲置土地、种植
高效作物”的方案，试图以村集体所
有的商品林林权抵押担保去获取贷
款作为开发资金。

具体来说，就是村集体用扶贫
资金注册成立一家公司，把960亩
集体商品林抵押办理贷款，集中将
村中最大的坪坝地——170亩尖山
坪闲置地打造成为全村第一块产业
基地。

不过，以林权作为抵押去贷款，
这在全市并无先例。

“我们找到县里多家银行协商，
都被拒之门外。”刘亚平说，驻乡扶
贫工作队成员之一——农业银行重
庆市分行巡视组调研员韩玉川了解
此事后，说服了农行来探索实施林
权抵押贷款。

历时1个多月，我市第一笔林
权抵押贷款诞生了——全兴村960
亩集体商品林获得了60万元抵押
贷款！

2017年，这170亩高山坪坝被
开垦出来，种下了水果脆桃并套种
了中药材大黄。如今，刘正文等20
余户贫困户在这里务工，年人均收
入超过5000元。

基地的脆桃和大黄也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预计明年丰产后，年
产值将达200万元，村集体可收益
50万元，可带动全村53户贫困户3
年户均增收2万元。

旧农房产生生产力——

全市首笔农房抵押贷款诞生

中益乡与黄水镇相邻，海拔、气
候、温度等与黄水相当。看着新修
的中益乡连接黄水镇的沥青路穿村
而过，坪坝村驻村第一书记韦永胜
将改革目光瞄准了“学黄水搞民宿
旅游”。他号召村里成立了集体经
济组织——康凯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并动员公路沿线的住户改造农
房发展康养民宿旅游经济。

坪坝村同样面临“资金难”问
题。虽然公路沿线的农房由政府统
一进行了“蜜蜂小镇”的风貌改造，
但要改造成民宿，贫困户还需投入
一大笔钱。资金从哪里来？

农房贷款在全市也是头一遭，
比较难办，怎么办？韦永胜等村干
部找到了韩玉川，希望农行能向他
们伸出援手。

“扶贫就要扶精准，这与我们农
行的扶贫理念相一致！这样的贷款
改革，正好可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扩大贫困群众参与度与受益面。”韩
玉川的一席话令村干部们大为振
奋。

很快，农行又一款创新型信贷
专项产品——“中益·‘黄水人家’”
康养民宿旅游贷出炉，只要从事“黄
水人家”康养民宿旅游产业且符合
条件的村民，均可申请最高30万元
免抵押担保贷款。

截至目前，已有黎克芳等47户
村民向农业银行提交了贷款申请，
共获贷款226万元，坪坝村的康养
民宿旅游业红红火火搞起来了。

像华溪村、全兴村、坪坝村这
样，中益乡的7个村全部成立了集
体经济组织，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
项项改革举措。预计到2020年，7
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总产值将达
1200万元，收益200万元左右。

一场改革 一场新生

到户看院子、抬眼看
房子、进门开柜子、伸手
开管子、走近问身子、坐
下问孩子……奉节县的

“六个环节”工作法，日前
亮相全国扶贫日系列论
坛之驻村帮扶扶贫论坛，
受到社会瞩目。

今年4月以来，重庆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聚焦深度贫
困精准发力，涌现出一批
像“六个环节”工作法这
样的创新举措，有力改变
了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脱贫攻坚越往后难
度越大，剩下的多是难啃
的“硬骨头”。想要赶走
贫困，非得要有一股执着
劲儿不可。

“啃硬骨头”是个细
致活儿，需要精准施策。
同样的贫穷，背后却有着
不一样的致贫原因，有的
患重病，有的住危房，有
的没有劳动能力……面
对千差万别的情况，不可
能有包治百病的良方。
如何因地制宜，找到一条
持久管用的发展路子，考
验着各地各部门的担当
精神和创新能力。

从开州区实施“归雁
工程”，到巫溪县天元乡
探索实践“户企联营、托管代养”等扶贫模式，
再到丰都县湛普镇白水社区设立花椒产业党
支部……各地精准扶贫的经验，充分说明一
点：脱贫路上需要各方“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路
径，不断创新扶贫方式方法。

“啃硬骨头”不能摆花架子。现在距离打
赢脱贫攻坚战只剩下短短400多天时间。越
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决不能搞急功近
利、虚假政绩的东西。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露头就打。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才算是高质量的脱贫。

“啃硬骨头”不只为当下，更要着眼将
来。脱贫攻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了农民的精气神，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
良好基础。比如，“扶贫车间”让外出打工与
留守的矛盾得以缓解，旅游扶贫为乡村产业
兴旺提供了方向……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编好麻花辫、打好组
合拳，才能真正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

10 月 17 日是国家扶贫日，不少人将
“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动员全社会
力量投入扶贫事业。凝聚强大合力，下足

“绣花”功夫，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一定能够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群众过上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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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天元乡象坪村一组贫困
户肖正清没想到，自己今年的收入
和一群野山鸡挂上了钩，联系他们
的纽带是天元乡托管代养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 10月 15 日从
天元乡了解到，该乡创新“托管代
养”模式，政府利用财政资金为全
乡 743 户贫困户购买肉牛、野山
鸡等种苗，交由企业规模代养，所
得利润按比例对贫困户进行分
红，以此带动发展能力弱的贫困

户增收。
天元乡是重庆18个市级深度

贫困乡镇之一，位于巫溪西部，境内
山大坡陡、沟壑纵横，地无三尺平，
老百姓全靠从“石头缝”里刨出土地
来耕种。

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自天
元乡被确定为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
来，该乡因地制宜，发展起了中药
材、中蜂、特色经果、草食牲畜等产
业。该乡党委书记林永说：“我们在

发展产业过程中，通过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引导贫困户积极参与生产
经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记者在象坪村一组的一块平地
上看到，这里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网
舍和养牛场，网舍内，一只只七彩山
鸡拖着长长的尾巴，披着彩色的羽
毛四下踱步。这里是天元乡托管代
养中心，目前已养殖8000多只七彩
山鸡和50头肉牛，与之配套的屠宰
中心正在建设中。

这个托管代养中心由当地政
府以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修建并购
买种苗，交由巫溪县孝兵养殖专
业合作社，为部分无劳动力、无技
术、自身发展能力弱的贫困户实
行“托管代养”服务。贫困户每年
除可获得分红外，还能在基地打
工挣钱，有意愿的贫困户还可到
基地学习养殖技术，发展养殖业
实现脱贫增收。

今年50岁的肖正清原本在广
州打工，小儿子得了重病，花光了家
里所有积蓄，一家人因此致贫。返
乡照顾儿子的他没法再外出打工，
村里动员他养生猪，他也没有积极
性。正是天元乡托管代养中心的成

立，让肖正清觉得自家的发展和村
里的产业挂上了钩，他便鼓起了脱
贫的心劲。今年，他养了100多头
生猪和30多群中蜂，不久便可实现
脱贫。

自被确定为深度贫困乡镇以
来，天元乡着眼利益联结，探索出
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土地
返包倒租、生产要素股权量化、合
作共享抱团增收、户企联营带动、
托管代养以及借畜还畜等七大产
业扶贫模式，有效激发了贫困户
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提升
了贫困户自身“造血”能力。目
前，天元乡贫困发生率已由14.1%
降至4.77%。

托管代养“托”起贫困户脱贫信心

在我市目前剩下的13.9万贫
困人口中，因病、因残占了绝大部
分，其中残疾贫困户更是脱贫攻坚
中最难啃下的“硬骨头”。10月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奉节县了解
到，该县在全国首创特困家庭失能
人员集中供养方式，集中供养贫困
家庭失能人员605人，释放劳动力
906 人，贫困家庭年增收 2700 余
万元。

“一人失能，全家遭殃。”在农

村，一户家庭只要有一人因病或因
残而失能，原本的劳动力也将长期
被“拴”在病床边，导致这个家庭“钱
挣不到”“病治不好”，在贫穷的泥潭
中越陷越深。

“坚持因户因人施策，就得把政
策‘一对一’地落实到贫困群众人头
上去，确保实现残疾贫困户的‘两不
愁三保障’。”奉节县扶贫办相关负
责人说，“所以，我们就想到通过集
中供养的方式，为失能贫困家庭‘松

绑’。”
奉节的具体做法是：采取“政

府兜底保障，释放劳动力，助推脱
贫攻坚”措施，由政府建设公益性
养护中心，将失能人员集中到一起

“托管照料”，彻底解决贫困家庭的
后顾之忧。供养中心按1∶7的比
例聘请专业护理服务人员，设置活
动室，开设棋牌、刺绣、书法等文化
娱乐项目，每周组织开展文艺表
演、坝坝舞等活动，还定期组织刺

绣、绘画等方面培训，让失能人员
学到手艺。

经测算，供养1名失能人员，每
月需要1500元运行经费。这笔资
金主要由入住失能人员平时享受的
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补助进
行覆盖，不足部分再由财政兜底保
障，个人不再重复领取。

通过养护中心供养失能重度残
疾成员，当地不少贫困家庭重新燃
起生活希望：永乐镇白龙村的赵富
群将脑瘫的女儿送进供养中心后，
开始养殖山羊，家庭经济压力大为
减轻；石岗乡厚坪村失能老人李修
国入住供养中心后，其儿子带着一

家四口外出务工，家庭月收入达到
7000余元；新民镇长棚村余国蓉是
肢体一级残疾人，腰部以下没有知
觉，她住进永乐镇集中供养中心后，
其父母腾出精力，种植的300多株
脐橙树焕发勃勃生机。

目前，奉节已投资2600万元修
建起草堂、永乐、吐祥3个失能供养
中心，集中供养605人，释放劳动力
906人，贫困家庭年增收2700余万
元。下一步，奉节将继续坚持供养

“失能”、释放“有能”的思路，进一步
扩大失能人员集中供养面，为更多
贫困家庭劳动力解除后顾之忧，让
他们积极开展生产，通过劳动增收
致富。

全国首创“集中供养”松绑贫困家庭

短评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汤艳娟、颜安、龙丹梅，实习生吴志杰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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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集中供
养 中 心 活 动 丰
富，护理有序，残
疾人过得舒心。

通讯员 石
宗祥 摄

巫溪天元乡
托管代养中心工
作人员正在为野
山鸡喂食。

记者 龙丹
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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