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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脱贫攻坚就是抓发展 抓发展首抓脱贫攻坚

彭水 抓住三大优势 走出脱贫新路

彭水位于武

陵山连片特困地

区，是典型的民族

贫困地区。对于

脱贫任务极其艰

巨的彭水而言，抓

脱贫攻坚就是抓

发展，抓发展首抓

脱贫攻坚。

近年来，彭水

立足“山城”和“江

城”的独特风貌和

民族历史文脉，结

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

育，以党的创新理

论为引领，坚持推

进“老城提质”、

“新城提速”、“蚩

尤九黎城提韵”，

致力于让苗乡彭

水颜值更高、气质

更佳，实现产、城、

景融合发展，脱贫

和增收致富之路，

越走越宽。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
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
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
接关系攻坚战质量。

彭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和对重庆脱贫攻坚的重
要指示精神，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全面落实脱贫攻坚

“双组长”制，制定《关于深化
脱贫攻坚的意见》《关于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
实施意见》《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等
指导性文件，配套出台产业、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农村
环境整治、生态环保等“1+
N”专项扶贫工作方案，建立
责任、政策、组织领导等8大
体系，进一步强化责任、政
策、工作落实，坚决高质量打
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两不愁”方面，彭水大
力发展红薯、烤烟、畜禽养殖
及中药材等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持续做好旅游扶贫，
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每
个贫困村均有1-2个稳定增
收产业，23740个在家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均发展有种
养殖增收产业；实施饮水全
覆盖工程4450处，逐户落实
保障措施，有针对性地实施
巩固提升工程，已实现饮水
安全保障全覆盖。

“三保障”方面，彭水着
力抓好教育扶贫，建立分段资
助、控辍保学、临时救助、送教
上门“四大体系”，采取“一人
一案”措施，对因病因残厌学
导致义务教育未保障的适龄
儿童实行动态清零。着力抓
好医疗扶贫，开展未参保动态
清零行动，设立医疗扶贫专项
基金，落实贫困家庭医生签
约、流动医院入户、“先诊疗后
付费”和“一站式”结算等服务
机制，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
比例降至10%以下。着力抓
好农村住房安全和人居环境
整治，全覆盖开展贫困户危房
鉴定工作，实施危房动态清
零，目前已全面完成危房改
造。因村因户实施改水、改
路、改电、改房、改厨、改厕、改
院等项目建设，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乌江清
洁大行动，农村面貌和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和
提升。

1994年，王秋杰出生在
彭水县鞍子镇金山村一个穷
困的家庭。由于其父亲患有
精神病，在他的记忆中，母亲常
用瘦小的身躯背着年幼的他，
从十几里外将父亲找回家。

为了孩子继续读书，母
亲只身一人南下打工。因为
识字少、文化低，她只能在流
水线上做操作工，每天得在
三四十度的高温厂房里站十
多个小时。为省钱，她常用
咸菜下饭，数次饿晕。

2009年，王秋杰父母离
婚，他随父亲和年迈的爷爷
一起生活。靠母亲按时寄来
的微薄的生活费，以及贫困
户享受的低保金，他坚强地
完成了学业。

2012年高中毕业，王秋
杰考上大学，但几千元的学
费让贫困的家庭一筹莫展。
获知情况后，当地党委政府
会同民政部门一次性提供资
助5000元，并帮助他在校申
请了助学贷款6000元，助学
金3000元。

依靠这笔钱和自己勤工
俭学，王秋杰于2016年顺利
完成学业。期间，当地政府
通过危房改造政策，让王家
人实现了安居。

2017年夏天，在外打工
的王秋杰看到了重庆市“三

支一扶”基层服务人员招聘
简章后，决定返乡应聘。他
白天工作，夜晚复习，从600
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
30人面试名单。并依靠自
己贫困户考生身份，跳过面
试成功应聘。

到岗后，王秋杰被安排
回到金山村驻村扶贫，他第
一时间向组织汇报了家庭情
况，主动申请退出了建卡贫
困户序列。

帮人先帮心，扶贫先抓
根。回到家乡的王秋杰，首
先做的便是摸村情。他走遍
了村里的大寨小宅，和群众
拉家常、找贫因，帮助大家想
办法、谋出路。他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熟悉吃透住房保
障、医疗报销、产业发展等惠
民政策，进村入户搞宣传，田
间地头送政策。他谨记自己
曾经的经历，用心用情为群
众办事，工作态度和效率获
得群众一致认可。

看着乡亲们在实实在在
的帮扶下逐渐摆脱贫困，生
活一步步走上正轨，王秋杰
感觉一切付出都值了。“我永
远会记住我是谁，我怎么来
到这里，我前行的方向，继续
扎根农村基层追逐梦想。为
乡亲们早日摆脱贫困贡献力
量！”王秋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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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励志故事》》

鞍子镇金山村王秋杰：
政府帮扶摘穷帽 反哺扶贫显身手

数说扶贫》》

千里乌江，百里画廊。滨水而建的
彭水老城，而今正通过“减载提质”不断
完善功能提升形象，逐渐展现出“城在山
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独特魅力。

老城之西，一座同处乌江之滨的
新城正在崛起。按“现代之城、未来之

城、品质之城、魅力之城”定位，彭水新
城开发从品质楼盘向品质社区转变，
高品质建设方兴未艾。

紧邻新城，还有一座别具风韵的
“苗城”——蚩尤九黎城。围绕打造全
国知名民俗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

这里的旅游业态正日趋完善和丰富。
老城、新城、蚩尤九黎城，“三城”

通过桥隧连为一体，行走其间，让人能
够体验“穿越古今、走向未来”的独特
神韵，实现城即景、景即城，产城景融
合发展。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走好产业发展道路，更好带领人
民群众致富，首先要搞清楚自身的优

势。
彭水在吃透政策的基础上，

着力把握县情、掌握实情，不断
完善思路，找准了民族、生
态、文化三个方面的独特优
势。

民族优势方面，彭水有苗族、土家
族等34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人口30
余万人，是重庆唯一以苗族为主，全国
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
县，可谓重庆的苗乡、中国的苗乡、世
界的苗乡，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

生态优势方面，彭水坐拥茂云
山（摩围山）、七跃山等生态资源和

乌江、郁江等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
达 58%，山水自然交融、相映相彰，
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山水画
卷。

文化优势方面，彭水自汉初置县
2000余年，历为道、州、县三级治所
地，拥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苗族
文化、盐丹文化、黔中文化和红色文
化。

近年来，彭水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路子，着力推进产城景深度

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生态特色宜
居城、生态旅游目的地、生态产业发
展区、生态文明示范县，努力实现生

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彭水着力构建生态产业

体系。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深入落实抓大文旅促
品质化战略思路，突出
“品牌引领、活动助推，
全域建设、彭水特色”，
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和
“旅游+”发展战略，连
续 7年成功举办中国

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
运动大赛，连续4年成功举办渝东南
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绿色中国行”
连续两年走进彭水。从 2012 年至
2018年，接待游客从340万人次增加
到252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从10
亿元提高到111.8亿元。今年上半年
接待游客 161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 75.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7.7%、
39.5%。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工
业对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达
65.1%。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因地制
宜发展红薯、烤烟、畜禽养殖及中药
材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实现农
业增加值7.69亿元、同比增长5.1%、
增速列全市之首。

彭水着力推动城市提升。深入落

实抓大城乡促融合化战略思路，围绕
推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建设，统
筹推进老城、新城、蚩尤九黎城一体化
发展，强化城市智管、细管、众管，城市
常住人口增加到23万人，城市规划面
积拓展到30平方公里。

彭水着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做
好“产城景”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既
注重城镇和景区的规划建设管理，又
注重品质提升和内涵支撑，既按照景
区的标准来规划建设管理城镇，又将
好山好水好风光好文化融入城镇和景
区建设之中，推进旅游全域化和产城
景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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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融合闯新路

找准优势促发展

生态引领富百姓

截至去年，全县贫困村从115个减少至6个。
贫困户从29811户减少至3482户。
贫困人口从119299名减少至12266人。
贫困发生率从19.8%降至2.45%。

通过抓脱贫攻坚，有力助
推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从 2012 年到 2018 年，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由 85 亿元增至
170亿元、增长1倍。

地方财政收入
由14.3亿元增至29.2
亿元、增长1倍多。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741元增至29124元、
增长 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5960 元增至
11144元，增长87%；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从93.8亿元增长
到190.8亿元、增长1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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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鞍子罗家坨苗寨

新田镇小学的营新田镇小学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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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卫计委组织的医疗彭水县卫计委组织的医疗
卫生健康扶贫专家组在大垭乡卫生健康扶贫专家组在大垭乡
免费为百姓现场诊疗免费为百姓现场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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