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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脱贫攻坚 尽显责任担当
今年底，我市最后 4 个贫

困县将全部摘帽，彭水自治县
是其中之一。然而，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彭水就有两
个。

在彭水自治县委、县政府
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县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按照自身业务工
作的特点，用好用活规划和自
然资源政策，强化资源要素支
撑，让资金与资源向深度贫困
乡镇倾斜，为高质量打赢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为着全县的
脱贫摘帽，问题清零，尽显担
当和责任。

深度贫困村巨变

离家几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今天
回到老家莲花村，可能有几分陌生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市级示范
点安置房，10多幢白墙黑瓦的小楼错
落有致，外墙立面各种年画展现着勃
勃生机，村容村貌一片崭新靓丽，与过
去陈旧破烂的山村相比，可谓天壤之
别。在这个距县城100多公里，彭水
最偏远的深度贫困村，这样的变化叫
人啧啧称奇。

村子变了，地况也变了。距村委
会不远的一片乱石岗，今天不知去了
哪儿。层层的梯地依坡而建，混凝土
浇筑的蓄水池、排灌沟渠整齐归整，深
达40厘米的肥土，那是种啥有啥的丰
收的保证。

村支书李永开说，整治出来的是
全村唯一的成块连片的好地。莲花村
山高坡陡，想找一块平整的土地都是
难事，既没地又缺水的自然条件，村民
只有在石头夹缝之间巴掌大的土地上
栽种玉米等农作物。

2016年，投资1800余万元的市
级土地整治项目选定在了莲花、五丰

和小坝村，为的是彻底修复改善自然
生态的地理环境。

看那层层梯田，哪里看得出曾
是石漠化的山地，要把石漠变成耕
地，那是多么巨大的工程——挖掘
机掏出石头，机械粉碎，筑起堡坎，
形成一块又一块梯地。再从相距10
多公里外的五丰村和小坝村，将生
产道、田间道等工程施工中产生的
弃土一卡车一卡车运来，变成这儿
的宝贝。整个混凝土筑起 8000 立
方米石坎，拦截起了 8万多平方米
的新增耕地。

这一片最好的土地将由村集体
合作社耕作，以瓜蒌、红苕、海椒为
产业发展的目标，村民以土地入股，
利润分红。莲花村的明天应该更美
丽。

生态修复的国土综合整治无疑
是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做大集体经
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保证。

土地整治助推产业发展

靛水街道洋霍村4组67岁的肖才
坤是曾经的建卡贫困户，靠种大白菜改
变了困境。他说，以前靠种玉米，每亩
只有三四百元收入。通过农村土地整
治，生产路有了，小块地连成一大片，耕
作方便了，运输通畅了。大白菜行情好
的时候，可以卖到1元多一斤，一亩地
就是几千元的收入。他还喂了100多
只鸡、3头肥猪，一年收入两三万元没
问题。农村土地整治让他慢慢走向了
富足。

润溪乡的白果坪村，一眼望去，
几千亩土地通过整治，小块并大块，
深耕、培肥、改土，使其更适合烤烟的
生长环境。土地整治之后烤烟产量
翻了一番，质量也达到优等的级别。
通过土地流转、能人经营，这里已经
成为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的烤烟基
地。当然，这也成为了贫困村民脱贫
致富的保证。

庙池现代农业示范园产业发展同
样离不开土地整治。近3年时间，庙
池村整治土地2230亩，总投资达600

余万元，正在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基
地。

彭水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
全县土地整治项目布局中，以贫困村
为重点，以贫困户为对象，实施产业、
用地、资金上的帮扶。龙射镇5个贫
困村，2015年-2019年共安排实施6
个土地整治项目，总投资达2038万
元。如今，润溪乡的烤烟和龙射镇的
榨菜、油茶等基地已经是产业发展的
示范，农民致富的典型。

政策为贫困村民倾斜

润溪乡白果坪村2组的余开江从
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一家人是因病
因残致贫的典型，家中30多年的木板
旧房已经危在旦夕。宅基地收储政策
让他一次性就拿到了几万元的现金，
加上易地搬迁，他和老伴拿到了2.4万
元补偿款，现在已经搬进了公路边新

建的砖混结构的新居。
2015年8月18日，市委、市政府

出台文件，明确对贫困户的宅基地复
垦实行“四个优先”（优先备案、优先实
施、优先交易、优先直拨）政策。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调剂
政策的落地，将为彭水带来4.65亿元
的专项补助资金。同时又特别推出建
卡贫困户宅基地的现金收储，就是一
旦申请核实可以进入国家宅基地的统
一流转程序，极大解决了贫困村民资
金的需求。

其实，贫困户的脱贫不仅仅有宅
基地的收储、复垦，“金土工程”同样也
是贫困户乡镇的优先考虑。据了解，
对于全县有6个地灾隐患点的乡镇，
优先安排贫困户享受地质灾害扶贫搬
迁政策，实现愿搬尽搬，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7000元/人，每户再补助
2000元，加上享受宅基地复垦的补助
政策，“金土工程”让603户贫困户搬

迁而摆脱了贫困。
龙射镇沿河村70多岁的王忠义

看见房屋周围硬化的院坝、入户道、屋
后的排水沟等，内心万分感激。他说，
以前只要下雨，门前小路泥泞不堪，屋
后排水沟经常壅塞，真担心洪水下来
冲毁房子。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他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

据彭水自治县土地整治中心主要
负责人介绍，为了这片区6家贫困户，
他们专门列支了20多万元投入房前
屋后的环境整治。

一切以贫困户为中心

龙射镇的党委书记王昌高对县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感情最深。他说，
他们是倾尽了全力，让龙射镇发生着
天翻地覆的改变，不管是基础设施还
是产业发展，不管是村容村貌还是村
民精神面貌……

从2015年初开始，彭水自治县
国土房管局（今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就组织100余名干部职工每月点对
点到对口帮扶，走遍了大地村、沿河
村、白果村、银木村以及高谷镇的共
和村等，挨家挨户实地走访，进行政
策宣传、产业规划、意见征求、矛盾排
查、情绪疏导和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103户贫困户的脱贫责任压实在了
92名职工肩上。

12名优秀的中层干部分别在龙
射镇的大地、沿河、银木等贫困村担任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长期吃住在村
里，为“三农”的发展、为贫困户的脱贫
而呕心沥血。

征收储备中心的共产党员汤红
燕同志，家属在乡镇工作，孩子还小，
家庭诸多困难，她每周一次下到贫困
户家里，如自家人一般，帮助贫困户
打扫家庭清洁卫生，没有一点嫌弃。
她与贫困户促膝谈心，宣传政策、规
划产业、算经济收入等“八个一”的落
实，她始终牢记心里。

几年来，局机关千方百计从办公
经费中挤出资金68万元，用于龙射镇
5个村发展经果林、榨菜、向日葵，解决
产业发展短板；支持大地村建设村级
服务中心和购置办公设备，如今每个
村的便民服务中心亮丽整洁；支持离
县城最远的沿河村5组实施公路建
设。

今年该局又从办公经费中挤出6
万元，对口帮扶的6个村每个村1万
元，除了村民服务中心的办公设备的
添置，解决困难群众的“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

龙射镇300余公里硬化公路、280
公里硬化人行便道、85公里泥石通达
公路，让群众出行难得到切底解决；
250口新建水池、350公里引水管网，
群众饮水难得到解决；12处手机信机
站，120余处进户宽带，通讯盲区基本
消除……这一切无疑是对口帮扶的成
绩。

杜成纲 余显成 赵佑东
图片由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

市深度贫困乡三义乡莲花村土地整治项目

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王雪峰：西站平安稳定的守护神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西
客站治安派出所所长王雪峰，凭着
智慧、艰辛和对公安工作的满腔热
血，扎实工作、奋力拼搏，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
诺。他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
人三等功6次、嘉奖12次，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9次。2017年12月，被授
予“重庆市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
称号，2019年成为重庆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不辱使命
倾力构建防控体系

重庆西站于2018年1月正式开
通运行，是国家“八横八纵”高铁网络
关键节点，枢纽地位十分突出。2017
年11月，王雪峰受命筹建西客站治
安派出所，离重庆西站正式开通运行
的日子仅有短短两个月时间。时间
紧任务重，王雪峰废寝忘食、埋头苦
干，带领筹备组先后赴重庆北站、成
都、西安等地实地考察调研，探索建
立符合西站实际的警务模式。

王雪峰借鉴国内大型场站工作
经验，创建了以联勤指挥部为龙头、6
个治安岗亭为支撑的西站“1+6”网格
化治安巡防体系，实现了辖区警力无
缝覆盖。他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大力
推进智慧警务建设，安装鹰眼、人脸
识别系统、视频监控、电子围栏、
WIFI信息采集、区域洞察系统等多
项电子设备，布下安全防护网。

以反恐防暴为核心，调度协调武
警、特警、交巡警、铁警等单位加强协
作配合，构建起由19个部门组成合
计500余人的安保队伍，建立了动态
布警、统一调度、快速反应、多警联动
的西站联勤联动机制，取得良好效
果。

心系群众
牢记为民服务宗旨

王雪峰牢记为民服务宗旨，永远
将群众利益挂在心上。重庆西站开通
运营后，2018年到发旅客数量1980
万人次，2019年截至目前旅客数量已

达3400万人次，旅客数量不断上升。
王雪峰带领民警全力维护西站社会稳
定的同时，把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作为
衡量工作的首要标准。遇到旅客财物
丢失、亲人走散、发生纠纷等情况时，
他都会尽全力帮群众解决问题，至今
累计服务群众达30余万次，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1600余次，受到社会各界称
赞。为给旅客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
王雪峰带领民警持续开展场站秩序整
治，每日安排着装巡逻组、便衣组开展
集中查处，并依托巡逻防控、治安管理
等工作开展常态化查处，始终保持对

“羊儿客”查处的高压态势，坚决防止
涉黑涉恶的苗头在西站滋生，有力净
化了站区治安环境。

此外，他还通过上门走访为西
投、龙湖、中铁、康绿、长途、公交等
辖区企业提供安全指导和法律咨
询，解决治安消防隐患，征求负责人
对公安机关打击、防范、服务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内化为工作举措，切实
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苦练精兵
提升快速响应能力

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综合
交通枢纽，确保车站安全万无一失，
是压在王雪峰和西客站派出所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王雪峰始终紧盯使

命，突出实战要求，不断强化民警队
伍培训，矢志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公
安铁军。据统计，两年来王雪峰组织
开展紧急拉动、联合演练等高强度练
兵活动98次，从5分钟到3分钟、从1
分钟到20秒，不断提高了执勤民警
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力确保了各类突
发事件的高效处置。

2018年5月5日，有旅客报警称
一名40多岁的男子在客站广场铁板
桥入口位置处持刀追逐他人，联勤指
挥部当即通过对讲机下达抓捕指
令。在铁板桥附近执勤的警力接到
指令后快速集结，短短47秒就将持
刀男子当场抓获。

去年7月，因长期加班熬夜，王
雪峰直肠感染发炎化脓，不得不接受
手术。医生叮嘱，术后每天都要定时
换药，他没有因为生病影响工作，凭
着一股子狠劲儿，长期带病坚持，深
入场站每个角落，与民警、辅警战斗
在一起。在王雪峰带领下，西客站派
出所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妥善处
置了旅客滞留、广场持刀滋事、老人
猝死、旅客跳桥、吞药自杀等一系列
突发事件，有力地确保了春运、暑运、
国庆等客流高峰平稳渡过，保障了西
站的平安稳定。

潘锋
图片由西客站派出所提供

王雪峰调度警力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封帆：巾帼不让须眉的“钢铁侠”

封帆 1990 年分配到重钢从事高
炉自动化系统的维护和研发工作，先
后担任技术人员、班长、维护站副主
任、主任、自动化运维部总经理，现任
重钢集团电子公司运维部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她是今年全国五一巾帼
奖章获得者，全国仅10名先进女职工
获此殊荣。

技术创新开辟新路

2008年，重钢集团开展产业转型升
级改造，作为钢铁制造系统一名优秀的自
动化工程技术人员，封帆进入“三电”指挥
部，主持重庆“一号工程”——重钢新区炼
铁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建设工作。

面对全新局面，封帆毅然决定接
受挑战，担起了整个炼铁控制系统最
核心部分的工作责任，即1#、2#、3#、
4#高炉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
调试。她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
大胆摒弃当时较为普遍使用的单一式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创新性提出
了现场、过程、管理全体系集成信息化
控制架构，前瞻性地为重钢新区整个
铁前自动化控制体系的升级开辟了新
的路径。为减少设计论证时间，保质
保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她带领项目
组，在工地板房一待就是3个月，其间
她亲自修改设计方案数十个，亲手绘
制设计图纸数百张，最终超预期实现
了控制系统与生产线同步设计，同步
投入运行，为重钢新区的快速投产高
效运营提供了可靠的自动化信息化保
障。

“我们做程序的人，对工艺的熟悉
程度要比操作人员更加熟悉，这样才能
开发出合适的控制程序。高炉投产前，
高炉探尺和倾动角的测试和调整才是
最辛苦、最关键的地方。”对待本职工
作，封帆这样要求。她回忆说，自己和
车间工作同事常常不分昼夜连续几天
调试探尺和倾动角，还要根据工艺、电
气和机械方面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建
议，随时对控制程序作出调整，“经常对

此一测就是几十个小时”。
在重钢新区建设的这3年多的时间

里，封帆和她的技术团队从1#高炉第一
套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到4#高炉
控制系统及公辅系统的建成，把一个个
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为了现实，获得了
成功，为她所在的重钢电子公司“三电”
指挥部荣立重庆市“建好一号工程”集
体一等功和“五一劳动奖状”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

知识运用创造价值

前几年，重钢生产经营形势严峻，生
产规模缩小，生产效能降低，职工收入下
降。在这一困难的时期，封帆接过重担，
担任了炼铁自动化维护车间主任。上任
之初，她便以一名知识分子特有的钻劲
和毅力，从自身优势出发，对运维保障体
系和车间的技术特点、系统重点进行了
全方位梳理分析。俗话说：“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她在全面快速掌握各方面
情况和数据后，在全车间提出了“用知识
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制定了“通过技
术升级，重点技术攻关，拓宽运维保障范
围，全面提升自动化服务效率”的管理思
路。为此，她亲自挂帅，组建3个技术攻
关组，发动全员对炼铁工艺本体、炉顶、
槽下三大核心功能板块的多个技术难点

进行关键攻关。
封帆上任后，通过制定并解决了“高

炉炉顶喷雾冷却系统改造方案”，使得困
扰新区冶炼环节多年的炉顶喷雾系统效
能不足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同时，通过
对“提升高炉炉顶布料器倾动角控制精
度”的攻关，为重钢所有高炉布料精准、炉
况稳定提供了保障；通过开展对“小粒度
矿回收利用技术”应用探索，缓解了烧结
矿资源紧张压力，减少再加工成本，每年
能为企业节约1500万余元。“我的小伙伴
团队是最棒的。”在成绩面前，封帆这样
说。

“我在工作之余，喜欢看书、唱歌、打
乒乓球，丰富的业余生活能让自己减压不
少，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技术达人这
样描述自己的业余生活。参加工作29年
来，在家庭与集体的支持和帮助下，封帆
一直扎根基层，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长
为职工的主心骨、部门的顶梁柱、企业的
中坚力量。

近年来，封帆先后被推荐成为“重庆
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市五一巾帼标
兵”，2019巴渝工匠年度人物。这些荣誉
的获得，不仅是她和她的团队所获得成绩
的体现，更是大家对她作风和能力、毅力
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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