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产业是脱贫的关键。近年来，巫溪
县积极探索“订单式”产业扶贫，引导农
民按照订单科学生产，不但保证了农产
品的销路，也让农户与企业、消费者之
间联系更加紧密。

巫溪县扶贫办主任杜森林介绍，该
县结合产业布局，探索发展了订单烤
烟、订单构树、订单粮食猪以及订单农
产品等订单式产业扶贫模式，极大地调
动了农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以订单
构树为例，该县借力构树扶贫试点县契
机，采取“养殖大户+农户”发展模式，在
胜利乡、塘坊镇、菱角镇、大河乡等乡镇
订单种植构树1300亩，带动了贫困户
通过种植构树或到基地务工等方式直
接参与到构树产业中，目前已经带动
300户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3000元。
下一步，该县将引进龙头企业，建立构
树饲料加工厂，实现统一回购、加工、外
销构树饲料，推动全县规模化发展构树
产业。

在引领发展产业的同时，巫溪县还
把贫困户精准受益作为产业扶贫目标，
鼓励贫困户与农业企业、合作社、大户
结成利益联结体，让产业兴旺的同时也
让贫困户受益。

该县城厢镇酒泉村以青脆李产业
闻名，酒泉村组建了酒全种植专业合作

社，通过“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品
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来推动青脆李
规模化发展。目前已发展青脆李6000
余亩。仅今年酒泉村脆李销售收入便
达到400万元。在村集体、种植户分红
的基础上，带动62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达到1万余元。

该县上磺镇采取“合作社+农户”模
式帮助贫困户发展核桃产业。合作社
向贫困户免费提供技术和核桃种苗，贫
困户则出劳力和土地。核桃挂果丰产
后，一颗树每年收取1斤核桃作为合作
社前期投入分红。目前，合作社已与
350户贫困户签订协议，发展核桃4000
余亩，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7000元。

该县徐家镇岔路村、塘垭村依托辖
区内一线天等景区，共同成立了巫溪县
国心乡村旅游有限公司，与景区内规模
较大的8家农家乐采取统一管理培训、
统一接待游客、统一餐饮服务、统一收
费标准模式，实行“公司+贫困户”抱团
发展，不但吸纳11户贫困户务工，还带
动100余贫困户户均增收6000元。

资产收益兜底
筑牢脱贫“后防线”

巫溪县地处渝东北，生态优势突
出。近年来，当地利用水利、光电、生态

等资源优势，将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形成
固定资产，构建贫困户尤其是特殊困难
贫困户可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筑
牢了脱贫“后防线”。

杜森林介绍，该县通过发展扶贫电
站、光伏产业、乡村旅游等项目，将所得
收益按比例提取用于贫困户分红，并吸
纳贫困户通过土地出租、企业务工等方
式实现增收。目前，该县借力水利部定
点帮扶契机，筹集财政资金1.47亿元，
撬动社会资金3.66亿元，启动建设大
河、银湾、天元、雾溪河等8座水电扶贫
电站，目前已竣工发电6座。竣工电站
按扶贫资金6%提取收益金，用于为工
程所在的土城、乌龙两个乡镇1190户
贫困户分红，每户每年可得兜底分红
1100元。

此外，该县还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4200万元，在125个贫困村分别建设集
体光伏电站，每座电站每年可为该村集
体创收3万元，所得收入用于该村贫困
户临时救助。同时，该县还采取“财政
补助+农户自筹”方式，为1236户缺乏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建设户用光伏电站，
实现户均年增收3000元。

针对部分贫困户无劳动力、无技
术、自身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当地则采
取“托管代养”的方式来带动贫困户增
收。以市级深度贫困乡镇红池坝镇为
例，该镇推行“送牛入托”模式，引进黄

阳坝养殖公司投资200万元建设集中
育肥栏。政府以项目资金担保、农户
通过扶贫小额信贷筹资，按照每头牛
1万元的购养成本进行投入，每户购
送2-3头牛犊交公司集中托管饲养，
育肥后统一销售，收益按农户与公司
7：3比例分成。目前，首批“入托”肉
牛 184 头，覆盖失能弱能贫困户 43

户，预计销售后每头牛农户纯收益可
达1400元。

就业扶贫
带动贫困户拔穷根

天气冷了，家住金桂村风水井（小
地名）的贫困户方余增打算收了最后一
批蔬菜后，就搬出已住了近40年的老
屋，到山下新买的房子居住。下山后，
他将进入金桂村扶贫车间工作，每月靠
着打工收入就可实现稳定脱贫。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针对通过市
场渠道难以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巫溪县
积极开辟就业扶贫岗位，帮助贫困户通
过务工获得稳定收入。通过鼓励新型
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务工的模式，
已建立扶贫车间、扶贫超市、扶贫农庄、
扶贫基地、扶贫工程队110个（支），吸
纳本地贫困群众1836名就地就近就
业。同时，该县还通过开发公益性岗
位、组建造林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帮助贫
困户就业，不少像方余增一样的贫困户
都就近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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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巫溪 让贫困户搭上产业快车

10月16日，巫溪县长
桂乡金桂村的扶贫车间
已经做完场平，正在进行
最后的收尾工作。下个
月，这个扶贫车间可正式
投用。届时，金桂村的苦
荞、猪肉、蜂蜜、豇豆等农
产品可在这里进行简单
的粗加工和包装后，销往
全国各地。同时，扶贫车
间还可解决当地 20—30
名贫困户就业问题。

精准扶贫要见实效，
产业扶贫是核心。近年
来，巫溪县紧紧围绕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与贫困
户利益联结这一主题，不
断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逐渐构建起订单农
业、资产收益、就业扶贫、
联合合作、托管代养五大
益贫带贫体系，让 1.3 万
名贫困户实实在在分享
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从
而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城厢镇酒泉村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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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与贫困斗到底

今年春节假期刚过，忠县31位市
管干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所联
系贫困村蹲点调研，全面整改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4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座谈会后，全县1.5万名干部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集中3天进村入户搞宣
讲、“回头看”、解难题。

7月，召开县委十四届九次全会，通
过《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的实施意见》，出台52项工作措施。

9月，忠县为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大
力度，提高质量，出台“实现高质量脱贫
25条具体措施”。措施要求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全部由县管领导或市级部门
选派干部担任；建立乡镇街道与扶贫集
团捆绑考核制度；实现建卡贫困户改
厕、入户便道改造、贫困村“金穗惠农
通”全覆盖，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破除旧
观念·致富奔小康”学习活动等，条条都
是干货，都是限期完成的硬举措。

10月15日，召开县级扶贫集团帮
扶工作专题汇报会，全体县领导出席，
每个帮扶集团一一“过堂”：查问题，见
实招，作承诺。

10月17日，忠州广场，举行以“脱
贫高质量，你我出把力”为主题的“全国
扶贫日”扶贫捐赠活动。

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声势浩大的

扶贫行动，系统全面的政策措施，无一
不彰显着忠县在摘掉头上顶着多年的

“贫困帽”之后，与贫困斗争到底的决
心。

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的忠县，2014
年时，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72个，贫
困户20240户68004人，贫困发生率高
达8.98%。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忠
县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经过
几年努力，全县72个贫困村实现了整
村脱贫，累计6.4万人实现越线脱贫，目
前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636户
1719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22%。
2017年5月，成功实现整体摘掉市级扶
贫工作重点县“帽子”的最大目标。

摘帽过后“四不摘”

“摘帽”之后，扶贫工作又该怎么
干？忠县把深化脱贫攻坚工作同实现
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安排、
同部署，确立了当期脱贫与长效巩固

“两手抓”思路，全力提高脱贫质量，以
实现高质量脱贫作为新的目标。认真
排查并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在“两不愁三
保障”中的突出问题，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
开展“回头看”，切实整改中央专项巡

视、国家成效考核反馈及各类监督检查
发现的问题，以问题整改促脱贫攻坚质
量的提高。

忠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
贫重要论述，坚持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致力于打造“四位
一体”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作为扶贫的火车头，忠县县委一如
既往带头肩负起“县抓落实”政治责任，
从严压实县街（镇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
抓扶贫和“双组长”、“一把手”责任制。
县委县政府每月研究一次扶贫工作，每
两月召开一次扶贫领导小组会，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每月不少于5天、其余市
管领导干部每月不少于7天用于扶贫工
作。同时全县建立起“激励+否决”考核
机制。

摘帽后，忠县继续保持扶贫政策不
变，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延伸建立保
障政策，最大限度解决贫困群众困难和
问题，建立起“兜底+救助”保障机制。

帮扶上，忠县坚持“适村适人帮扶格
局不散、力量不减、责任不松”，协同推进
乡村振兴。对尚未脱贫的636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由市管领导干部、县管领
导“一把手”一一结对帮扶，尽锐出战。
建立“产业+岗位”促进机制。

监管上，忠县着力建立“监测+教育”
协同机制。全县加强贫困监测，建立防

止返贫机制，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最现实的突出问题；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立足长远建设文明
乡风。

成效显著气象新

“四不摘”的思路和其引领的务实
举措，有力地将忠县的扶贫工作向纵深
推进，呈现出责任更加夯实、政策更加
有效、帮扶更加精准、监管更加有力的

良好局面和积极效应，全县脱贫攻坚工
作持续走深走实。

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忠县已累
计医疗兜底救助29065人次，涉及资金
2202.88余万元，贫困群众对健康扶贫
工作满意率达98.5%；累计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146.9万人次，涉及资金3.5
亿元，全学段资助建卡贫困户学生8.83
万人次涉及资金7338.15万元；受理意
外伤害、意外死亡305件，赔付178.08
万元；9类特殊群体5万多人，享受到了
更多更好的关爱。

全县柑橘、笋竹、生猪、白茶、雪茄
烟等主导产业向贫困村延伸，现代山地
特色效益农业规模种植面积达到68.6
万亩，每个贫困村形成了“一村一特”产
业格局。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在家贫困
户，至少有1个以上持续稳定增收项
目。2068 名贫困群众到产业基地务
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600多名贫困
农民获得公益性岗位。

同时，全县脱贫成果持续巩固，脱
贫质量稳步提高。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128件，精准识别返贫户
28户74人，为“临界户”195户 576人
分别制定“一户一策”帮扶措施。

“忠县人一个‘忠’字立天下，忠诚
担当，脱贫攻坚不能掉链子，再硬的‘骨
头’也要啃下来。”一位忠县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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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 摘掉头上贫困帽 扶贫还要干更好
力行“四不摘”，建立高质量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2015 年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忠县坚持
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以巨
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
的责任担当，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 略 ，紧 扣“ 六 个 精
准”，围绕“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的重大问题，强化统
筹，分类指导，精准施
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

2017 年 5 月，忠县
成功实现整体性脱贫

“摘帽”后，坚持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监
管、不摘帮扶，致力于
提高脱贫质量，建立

“四位一体”稳定脱贫
长效机制，取得显著成
效。

任家镇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吸纳贫困农民就近务工

善广乡三星驻村工作队查看烟叶收成情况 乌杨街道贫困人员招聘会暨送政策下乡

巫溪县红池坝镇扶贫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