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销号不是终点，巩固提
升脱贫成效是当务之急。”在脱贫
攻坚进入巩固提升期，璧山始终
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
扶”，盯紧“两不愁三保障”，不断
织密扎牢脱贫保障网。

八塘镇青云村陈万友就是其
中受益者。2015年就已脱贫销
号的他，今年遇上了一件险些再
次返贫的大事儿，全靠着区里的
动态追踪机制才摆脱了困境。

今年 7月，因突发大雨，陈
万友家房屋后的土坡意外塌方，
一度威胁住房安全，想要重新维
修改建至少得3万元—5万元。
这笔开支对陈万友家来说，根本
掏不出来，如果靠着借款解决，
又必将让整个家庭再次陷入困
顿。就在陈万友手足无措时，镇
里的扶贫干部第一时间上了门，
通过政策帮扶解决了难题，并于
今年 9月全家住进了青瓦白墙
的新房。

陈万友的遭遇仅是璧山解决

保障上可持续的一个缩影。针对
可能因住房致贫这一情况，该区
于今年创新制定了“一般农户住
房，唯一性住房、危房，纳入一体
化解决”机制，其中，一般农户唯
一住房是危房的，区财政按1万
元/户的标准补助到镇街，由镇街
统筹组织开展排危改造工作。

除此之外，针对保障可持续
性，今年以来该区成立璧山区委
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持续落
实区领导未脱贫户脱贫包干和

“三级帮扶人”结对帮扶机制；建
立了常态化督查机制，成立了5
个常态化督查小组，安排8名蹲
点镇街督导干部；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行业主管部门脱贫攻坚
监管责任的意见（试行）》等。

坚守脱贫攻坚初心，牢记脱
贫攻坚使命，璧山聚力不松劲，克
难战犹酣。 詹米璐
图片除署名外由璧山农业农村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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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发生的根子在哪里，
就在哪里重点发力。”璧山明
确要求，找准脱贫最有效支
撑，抓好发展产业这个根
本之策，精准有效地把脱
贫攻坚巩固提升紧紧联
结到产业中，增强内生
动力和造血功能。

今年60岁的广普镇
大石塔村5组村民曾维
元曾经因为没有好的产
业，面临困境进入了贫
困。如今，因为大力发展花

椒产业他不但脱了贫，更走上
了致富路。在2017年发展的
花椒产业基础上，他今年实现了

初次采摘近6万元的收益。
“今年，因为新政策我又新

发展近2亩花椒，预计明年还
能挣更多。”曾维元口中的新政
策是今年该区新出台的《璧山
区农业产业扶贫实施方案（试
行）》。今年以来，为持续稳固
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的成效，
该区摸清贫困户底数，正按照

“双对接双选择”机制，遵循市
场主体、个人意愿、因人施策、
扶持引导贫困群众选择农业产
业发展方式。

其中，针对有劳动力有意愿
发展农业产业的贫困户，该区鼓
励贫困户自主选择发展农业产

业，可采用“公司+贫困户”或
“合作社+贫困户”的形式，按
2000元/户的项目启动资金且
最高不超过5000元/户的标准
编制产业发展项目，形成“一户
一策”农业产业扶贫方案。对自
主选择发展农业产业的贫困户
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奖补；针对
无劳动力有意愿发展农业产业
的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贫困户以土地入股、资金入
股、房屋联营、产品代销、生产托
管服务、对扶贫带动主体开展奖
补等方式参与扶贫产业发展、分
享产业发展收益，实现稳定高质
量扶贫。

“有什么样的精气神，就有
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为帮助
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激
发脱贫斗志，璧山通过“志
智双扶”引领贫困群众在
巩固脱贫成效上唱主角。

健龙镇小河村村民
魏德惠于 2013 年被健
龙政府纳入贫困家庭，
作为一名党员，她一度
因“贫困户”这个不光彩
的“帽子”而情绪低落。
缺乏脱贫信心和脱贫技
能成为魏德惠需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
魏德惠所在的小河村党支

部充分发挥动员作用，利用“两学
一做”“三课”等活动引导广大党

员在基层一线做模范，激发了魏
德惠的致富动力。驻村领导、干
部在了解情况后，多方探索适宜
产业，聚焦“璧山兔”发展的上行
趋势，并且璧山肉兔量供不应求、
价格高、成本低特点，鼓励魏德惠
养兔创业。

如今通过发展，2018年魏
德惠不但实现了全年10万余元
的收入，更吸引了其他贫困户的
加入，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发展。
魏德惠的案例只是该区通过“志
智双扶”引领贫困群众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该区正持续加大

“双扶”力度。
在增强脱贫信心上，该区大

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挖掘宣传
先进典型。通过开办“农村实用

技术及精气神”培训，在村社公
示栏上张贴典型脱贫案例等做
法，增加脱贫信心，正面宣传引
导，从思想上鼓励树立“我要脱
贫”“脱贫光荣”的意识，为脱贫
注入内生动力。

在传授“造血”功能中，该区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积
极引进农业专业人才，积极开展
科技下乡活动，通过开办各类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开设生产经营
型、社会服务型、实用技能型课
程实现技能提升。

今年该区已新制定了新型
职业农民遴选机制，培训目标
任务1400人，其中增加农业精
准扶贫培训班 6 个，共计 300
人。

今年 9月 28日，
璧山区在原有区扶贫
中心、区农委扶贫办
公室的基础上，组建
全区精准脱贫攻坚办
公室。

“这也是新一轮
脱贫攻坚工作以来，
璧山组建的一支最大
规模、最多精干人员
参与的脱贫攻坚力
量。”据璧山区精准脱
贫攻坚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办公室
汇集了来自全区多部
门、各乡镇总计40名
一线工作人员。

“近期，整个办公
室人员将由6位区管
领导带队，办公室人
员分为5个工作组，沉
入全区各个村社对脱
贫攻坚工作再排查、
再核实、再改进、再提
升，确保兑现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的庄严承
诺。”据该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根据全面
走访调查，璧山将制
作脱贫攻坚工作电子
地图，通过大数据平
台就能实现对贫困户的实时动态
跟踪，点对点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产业发展等情况，以此实现更
加精准帮扶。

“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预计
将于今年11月建成投用。”该负责
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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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根 解决收入上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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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亩蔬菜基地核心区，蔬菜大棚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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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镇新场村三合镇新场村，，中青年干部中青年干部
和椒农一起采收花椒和椒农一起采收花椒，，了解当地了解当地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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