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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 司法下沉 乡风引领 服务保障

市法院扶贫集团 春风化雨润山乡
春日的武隆区后坪乡高坪

村，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这里也是我市法院系统开展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通过
近3年的努力，高坪村的面貌
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春风化雨润山乡，脱贫攻
坚酣战忙。近年来，市法院扶
贫集团以“村民自治、司法下
沉、乡风引领、服务保障”为主
要思路，强化市高法院与中级
法院、基层法院三级联动，先后
派出99位法院干警深入47个
贫困村驻村帮扶。他们结合自
身专业优势，创新政治、自治、
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的
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鲜活的“法”
系案例。

党建引领 扶贫扶志

脱贫攻坚，党建引领。发挥支部
和党员在深度脱贫攻坚中的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是法院人在驻村扶贫工
作中的重要做法。

在扎实开展“两学一做”，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的同时，来自法院
系统的驻村第一书记采取集体学习与
个别谈心相结合的办法，立规矩、提要
求、压担子，提振党员队伍的士气，并
适时引导、培养、吸纳村致富能手、管
理人才进党组织，重点打造一支“不走
的工作队”。

2019年，仅在高坪村，在时任第
一书记、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三中法院”）审判员刘厚勇的组织下，
就召开全体党员会议5次、村支“两
委”班子会38次、村社干部会17次，
将村主任、村本土人才和一社社长3
人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在全体党员
的努力下，高坪村被乡党委表彰为全

乡唯一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并被
武隆区委确定为“基层党支部建设示
范点”。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被激发出来，村民们
的脱贫愿望也日益增强。

高坪村第一书记、三中法院执行
局法官周扬还清晰地记得，他上任的
第一天，村民胡正玉对脱贫流露出的
悲观情绪：“我家因病返贫，啥子项目
都没得，怎么脱贫。”

为了让胡正玉重拾脱贫信心，他
将胡家的情况上报后坪乡，联系区卫
计委，发动法院系统力量为其争取了
更多的扶贫支持。

“每次周书记来我家都会带来扶
贫资金，1000元到4000元都有，真是
帮了我的大忙，让我有了信心。”胡正
玉说着红了眼眶。

胡正玉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但
周扬担心的是没有稳定收入，即使脱
贫也是暂时的。为此，周扬鼓励胡正
玉养殖家禽和生猪，“你来养，我包
销。”

“2019年春节，周书记帮我卖了
一头猪，我家增收了6000多元。”胡正
玉很感谢。“帮胡大姐卖生猪、给她介
绍临时工作都不长久，我打算给她介
绍一个产业大户带动她种植雪莲果，
这样才是长久之计。”周扬说。

扶贫要扶志，关键是“扶实”，扶上
马再送一程。从脱贫无望到日子渐
好，再到发展种植，像胡正玉一样渴望
脱贫的贫困户意识到，靠自己的双手，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授人以渔 长效脱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周扬不

止一次地思考着如何让高坪村独特的
自然环境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接到周扬的反馈，我们商量后引
进了太极集团在高坪村建设220亩的
前胡种植示范项目。太极集团免费提
供种子和技术指导，并订单式回购。”
市高法院司法行政装备处副处长何兴
耀说，“这种药材从地里挖出来后要赶
紧烘烤，不然要腐烂。”

2019年，因为烘烤不达标，已经
被太极集团收购走的前胡退回了两
车，村民们产业脱贫的劲头一度受到
了打击。

事情发生后，市高法院立即联合
太极集团、乡政府召开座谈会，对发生
亏损的农户进行补贴。考虑到长效助
力产业发展，市高法院决定在高坪村
修建一座烤房，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的
一项长期和稳定收入来源。

“烤房预计6月底完工，村民都盼
着呢！”周扬为村里谋求产业发展的劲
一直没松。

除了前胡种植，高坪村还发展了
茶叶加工厂、后山里电商综合服务中
心等，仅电商中心2019年便为村集体
增收7万余元。此外，市法院系统还
出资15万元，用于修建中华蜂养殖基
地和购买中华蜂，交给合格的经营主
体代为养殖，每年交村集体4万元，不
仅能为村集体增收，更能长期为当地
村民提供技术支持等帮扶措施，帮助
他们脱贫致富。

“三治”融合 凝聚人心
不仅是经济上帮扶，在社会治理

上，法院系统驻村第一书记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刘彬原是市高法院刑二庭副庭

长，2019年3月被选派至綦江区东溪
镇新石村任第一书记。新石村村委会
所在地离东溪镇政府只有16公里，开
车却近一个小时。因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刘彬上任第一件事便是修路。

“修路会占地，这是村民心头的大
事。”刘彬向村委了解情况后发现，矛
盾主要来源于“不公开”。为此，刘彬
打破常规，组织院坝会，邀请组长、村
民们对修路的方案畅所欲言。

“我家往山下走要修条路，背后要
修条路，侧面的石板路也要拓宽。”“村
里一共只有这么多里程，你用完了大
家都没有了。”“如果大家都像这样，路
就没法修了。”……村民们你一言我一
语，在刘彬的引导下，最终达成一致并
签订了协议，确保了施工平稳顺利。

通过开展院坝会，抓小院治大村，
以自治促进基层善治，越来越多的群
众参与到矛盾化解、参事议事、公益服
务、社会帮扶等方方面面，新石村民间
纠纷明显下降，2019年为“零诉讼”，
基层治理奏响“社会大合唱”。

在德治建设上，高坪村开展“道德
讲堂”、“梦想课堂”，邀请“孝、贤、洁、

序等模范村民现身说法，教育村民争
做有梦想、讲道德、努力逐梦的高坪好
村民。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推进过程中，高坪村变化
最大的要数李树文。他从对村事不屑
一顾，到主动参与德治建设，通过“身
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讲自己
的事，身边的事教身边的人”，经过票
选，成为村民理事会副会长，积极为全
村服务。

送法下乡 法治扶贫
法院人下乡村，还为乡村普法送

来了一缕春风，法治扶贫是市法院扶
贫集团的一项特色。

2019年4月，高坪村“法治扶贫
工作室”成立。“法治扶贫工作室建好
后，大家遇到矛盾纠纷就知道来这里
化解了。”李万伦是高坪村的综治服务
专干，他在高坪村做调解工作18年，

“近两年村民的思想变化最大。”
工作室墙上，公示着听证调解、终

局调解、调解速裁等6项工作制度。
工作室有1名法官助理定期值班，为
涉贫案件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上门
立案、纠纷速调、巡回审判、审务公开
和法律援助对接等服务。一段时间
后，“法治扶贫工作室”已经成为周边
三乡五里群众寻求法律服务的基地。

“巡回法庭第一次在高坪村开庭，
是处理一个土地纠纷案。”在武隆区人
民法院火炉法庭庭长佐斌的印象中，
那一次开庭来了近30位村民，“巡回
法庭在家门口快办快结化解纠纷，这
既是一次庭审，更是一次普法。”

2019年，法治扶贫工作室累计上
门立案13件、巡回审判4次、开展诉
前调解6次，制作“法治扶贫便民联系
卡”，下发至全村223户家庭。

在奉节县岩湾乡平石村，普法采
用了另一种形式——院坝会。

“法警同志，给我们讲讲扫黑除恶
是怎么回事吧。”30多位村民一齐看
向主讲人、奉节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大
队长冉辉。“没问题。”冉辉接过话茬，
村民们的好奇心非但没有被拒绝，反
而通过这些问题了解了更多普法律相

关知识。
像这样的院坝普法会，在平石村

每年要举办20场以上，“我们要求法
官、法警必须着正装出席，从村民关
心、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做足普法的仪
式感。”

令人骄傲的是，近几年平石村没
上交一件矛盾纠纷，实现了小事不出
社、大事不出村。

教育扶贫 托起希望
“市法院系统的扶贫工作从2008

年帮扶武隆区赵家乡开始，我们一直
在路上。”何兴耀说，市高法院至今还
在持续对赵家乡的大学生提供助学
金。

2018年，为促进教育扶贫，三中
法院自筹资金10万元设立“天平基
金”；2019年，市高法院自筹20万元，
将“天平基金”规模扩展至30万元，以
帮助贫困学生、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扶助返乡创业人员。基金设立以来，
共资助、奖励70余名学生。为激励受
教育基金奖励大学生，基金还启动“薪
火传承”计划，围绕每月通讯一次、每
学期辅导一次、每学年分享一次“三个
一”反哺村留守儿童，带留守儿童进主
城开拓眼界，激活良性循环，传承“爱
心之火”。

“在对孤儿的关照上，我们实施了
结对帮扶，协调三中法院机关党支部

‘一对一’对接帮扶村3名孤儿，在生
活上照顾、精神上激励、经济上资助，
助其健康成长，顺利完成学业。”刘厚
勇说。

教育扶贫对于去除“穷根”具有不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让任何一名学
生因贫困而失学”“保障每一个孩子受
教育的机会”，这不仅是市法院系统教
育扶贫的初心，更是法院人正在践行
的扶贫使命。

山花烂漫处，攻坚战犹酣。一代
代法院人前赴后继，奔走在连绵群山
和田间地头，为全面脱贫、长效脱贫贡
献着法治的智慧和力量。

汪文静
图片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疫情期间，周扬向贫困村民了解孩子在家学习情况

既要巩固脱贫成果，更要携手致富奔小康

北碚 产业铺基石 攻坚再发力

脱贫不松劲，攻坚
再发力。

去年底，随着剩余
38户95名贫困户的脱
贫销号，北碚区的贫困
发 生 率 由 2015 年 的
1.7%降至 0。这预示
着该区1042户2904名
贫困户的脱贫任务全
部完成。

贫困户虽全部“摘
帽”，贫困村全部出列，
但北碚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力量和气势
犹在，今年以来，北碚
统筹抓好战疫战贫的
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
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以
产业为基石，创新利益
联结机制，进一步扩大
和巩固脱贫成果保证
脱贫质量，扎实做到将
脱贫户“扶上马再送一
程”。

夯基础
14个扶贫产业项目惠及1042
户贫困户增收

“陈幺妹，真是太感谢了，要不是你
们帮忙今年怕是要错过栽种山药的黄
金时间。”

“莫客气老辈子，等到了收获季节
我们再来帮您挖山药哈。”

3月4日，春光融融，北碚区金刀峡
镇七星洞村的气温升至15摄氏度。看
着气温变得暖和起来，刘德明却一脸愁
容：因为家里缺少劳力，他家的地还没
来得及栽种山药种苗，只能眼巴巴的看
着其他农户干得热火朝天。

老刘今年50岁，因患有痛风加上老
年慢性病，2017年被村上评为了贫困
户。去年在村里山药产业的带动下，老
刘仅靠1亩山药带来的收益甩掉了贫困
帽。为帮助像老刘这样的脱贫户不误农
时及时发展产业，镇里特组织了30名党
员志愿者组成助耕服务队帮助缺少劳动
力的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春播春种。于
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老刘
感谢镇纪委干部陈兮帮助他栽种山药
种苗的事。

与老刘不同的是，2017年就已经
脱贫的贫困户谷贵万则显得十分轻
松。除了有百香果产业增收外，谷贵万
还养了70只鸡，种有1亩多蔬菜。“只
要有产业托底，一年收入一两万元轻轻
松松。”谷贵万说。

在北碚像刘德明、谷贵万这类的脱
贫户不仅有村上规模产业的持续带动，

同时，围绕稳定脱贫和短时间能增收的
目标，镇村还为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谋划
了短平快的生猪、鸡鸭鱼、山羊等畜禽
养殖，做到每户贫困户至少都有一项脱
贫产业。

不仅如此，扶贫产业在惠及所有
贫困户的同时，镇村还将产业覆盖延
伸至周边农户，让有意向有劳动力的
农户参与到扶贫产业项目上，这样既
解决了贫困户脱贫增收的问题，也让
一般农户特别是有致贫风险的边缘户
和有返贫风险的脱贫户有了稳定的收
入来源。

截至目前，按照产业扶贫的规划要
求，北碚已先后发展百香果、山药、腊
梅、樱桃、蔬菜、杜鹃花等14个扶贫产
业项目，带动1042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上万户农户致富。

提质效
多种利益联结让2904名脱贫户
走上致富路

摆脱贫困，甩掉贫困帽，产业带动
是贫困户乃至贫困地区脱贫的基石。
但贫困户增了收，脱了贫，如何保持持

续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是致富奔小
康，关键在于利益联结机制是否完善。
这一点，三圣镇茅庵村八字岩3社的脱
贫户王志芬感触很深。

2018年以前，王志芬因病被列为
了贫困户，后来在村集体的带动下，她
将12亩土地流转给村上规模发展杜鹃
产业，没想到的是，通过“村集体+公
司+农户+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一
年下来，还有1000多元的利益分红。
除了分红，她还在村里的杜鹃基地常年
务工，一年光基地上班就能收入万多
元，当年就脱了贫。

尝到甜头的王志芬今年又做了一
个决定，将自家的一两亩荒山开垦出来
种上杜鹃。她说：“虽然务工收入受疫
情有点影响，但新栽种的杜鹃管理得当
今年就能见效。”望着漫山的杜鹃花，王
志芬信心满满。

“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构建多种
利益联结机制是根本保障。”北碚区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称，为防止脱贫户返贫
和边缘户致贫，目前，全区所有的扶贫
产业项目都建立有完善的利益联结机
制，不仅覆盖全区所有贫困户，同时也
惠及多数农户。比如，三圣镇茅庵村的

“村集体+公司+农户+贫困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就直接带动了2户脱贫户，1
户低保户，2户五保户以及14户一般农
户，利益联结全村16户54名贫困户，
这样脱贫户不仅能持续增收致富避免
返贫的风险，同时也很好地防止了其他
农户致贫。

如今，北碚不仅构建起“村集体+
公司+农户+贫困户”、“合作社+农户+
贫困户”、“公司+贫困户+农户”等多种
利益联结机制，每项机制都规定了相应
的利益分配比例用于贫困户的额外产
业分红。此外，通过扶贫小额信贷以及
新建就业扶贫车间和“职业技能提升+
志智双扶脱贫”行动，全区2904名脱贫
户不仅实现人均增收上万元，更是走上
了一条稳定致富的小康路。

此外，除了发挥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脱贫增收外，近年来，北碚还将就业扶
贫作为稳定增加贫困户收入的重要一
环。仅2019年，就先后开展了职业技
能培训228场次，举办就业招聘会114
场次，发布就业信息万余条，全区有劳
动力的1200余名贫困户中有1080人
实现转移就业，剩余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将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值

得一提的是，统计显示，北碚区建卡贫
困户2019年人均收入达16480元，其
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超过
82%，脱贫质量成色足。

补短板
集中火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

柳荫镇永兴村5组的蒋代元家里
的房子一遇到下雨天就漏风漏雨。去
年，镇村干部通过摸排，将老蒋的房子
纳入“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整改范
围，进行专项解决，后来经过商量，村里
在离他家不远的开阔地新建了占地10
亩的危旧房改造的集中联建点，老蒋去
年底搬进了新家，困扰几年的住房问题
这才得到彻底解决。

驱车前往联建点，白墙灰瓦的楼房
一字排开，门前河沟潺潺流动，楼房院
坝四周种满了绿植，宛如公园。走进老
蒋的家，屋里空调、电视、家具一应俱
全。老蒋笑眯眯地说：“除了自己交点
电费，水费村里就给免费交了，更高兴
的是，现在出门就是宽敞的公路，500
米远就是果园基地，不少脱贫户都在里
面打工呢。”

永兴村党支部书记韩联均说，现在
联建点居住有24户农户，其中贫困户2
户，剩下的就是五保户、低保户。数据
显示，去年底，包括老蒋在内的危房改
造，北碚一共解决了960多户困难群众
的危旧房，实现贫困户和一般困难农户
危房改造的全覆盖。

针对“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动
态清零，去年北碚集中火力，围绕贫困
户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学生不失学辍
学，贫困群众看得起病，饮水安全有保
障要求，北碚累计兜底资助贫困学生
2610人次；建立起“先诊疗后付费”机
制，并将30种病纳入救治范围，实现贫
困群众家庭医生全覆盖。同时补齐交
通、水利设施短板，建成农村四好公路
330公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19
个，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

周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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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峡镇小华蓥村贫困户黎代普在采摘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