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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巩固脱贫成果，又要提升脱贫质量

持之以恒落实精细化管理机制
随着太平镇坪漆村等5个市级贫困村剩余贫困户的全

部“摘帽”以及“插花”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去年底，除动态
新增的5户15名贫困户未脱贫外，铜梁已累计实现4460
户12631名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虽然完成了绝大多数贫
困群众越线达标的目标，但铜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干劲
一点不减。

“我们虽然完成了贫困群众第一阶段的脱贫任务，但巩
固脱贫成果和提升脱贫质量的第二阶段情况更多变，困难
也不少。”铜梁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铜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要求，通过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脱贫增
收，发挥人居环境整治助力脱贫攻坚激发内生动力，补
短板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等，既防止了脱
贫监测户、临贫风险边缘户的返贫风险，又实现了脱贫
户持续增收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水龙头轻轻一拧，甘甜的自来水从
自家的水管里溢了出来……看着眼前
的一幕，高楼镇莲花村5社的农户向小
兰激动不已。

向大姐家早在2018年就脱了贫，
但却因为吃水不方便吃了不少苦，直到
去年11月底家里通了自来水后，她心里
的那块石头才着了地。

莲花村有2400多人，其中贫困户有
27户，虽然村子早已脱贫，但由于人口居
住分散，加上饮水设施匮乏，不少村民只
能到附近的河沟或是水井挑水吃。去年
为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镇
村结合实际将农村饮水安全列为了整改
的重点，通过投入120万元资金，修建了
几十公里的饮水管网和蓄水池，这才最
终实现自来水通社通户，群众也才喝上

了放心的自来水。
莲花村群众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只

是一个缩影。去年区里针对4465户贫
困户的饮水安全展开了全覆盖的摸排，
并建立了饮水安全台账，同时对发现的
问题逐户逐项销号，并张贴“饮水安全
保障卡”。截至目前，全区改造农村人
饮管网110公里，受益群众达4870户
15680人，其中通过实施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贫困户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
了全面保障。

不仅是饮水安全得到了解决，去年
铜梁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还实现了贫困群众看得起病、贫困
孩子上得起学、住房安全有保障。

义务教育保障上，建立起教育部
门、镇街、学校和家庭四级联动的控辍

保学工作机制，实现对因残疾等原因辍
学失学的贫困孩子落实送教上门帮
扶。去年全区投入421.35万元，资助建
卡贫困家庭学生2445名，确保了铜梁
籍建卡贫困学生应助尽助。

基本医疗保障上，对贫困群体实
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
盖，同时贫困患者在区内所有医疗机
构住院均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以及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172
个，实现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
覆盖。

住房安全保障上，全覆盖开展农村
住房鉴定评级工作，对4465户贫困户
住房进行了A、B、C、D级评定，目前全
区所有贫困户都住上了安全房，同时一
般农户的危房改造也基本完工。

筑牢脱贫底子
村集体带动利益联结捆绑，脱贫户腰包更鼓

产业发展是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
要途径，但没有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作
保障，贫困户即便是当年依靠零碎的产
业脱了贫，但很快会因增收的不可持续
出现返贫。

铜梁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为了
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在筑牢脱贫底子
上，铜梁转变思路，以全区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为基础，以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为龙头，以完善利益联结为保障，以
此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为此，铜梁一方面激活闲散资源，借
力乡村振兴、农村综合性改革等政策利
好，全面整合农业、国土、水利、交通等项
目资金，变脱贫村“闲散资源”为“优质资
产”，从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另一方
面，积极打造“1+3+3+N”的产业发展体
系，全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499个项
目，逐步形成了蜜柚、蔬菜、莲藕、乌鱼、
鹌鹑、商品兔等为主打的特色种植养殖
业，从而带动贫困户和一般农户的增收。

维新镇沿河村4社农户陈代容尝到
了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甜头。今年3月，

在村集体的带动下，陈大姐利用自家的
8分地新栽种了1600株辣椒。“算上村
集体沃柑产业的分红再加上土地租金、
基地务工以及现在8分辣椒地，今年你
家想返贫都难。”驻村第一书记陈鹏算
了笔账。

沿河村是市级贫困村，陈大姐家因
病因学在 2017 年被纳入了建卡贫困
户，后来在村集体沃柑产业的带动下，
去年底摘掉了贫困帽。如今，村里的80
户220名贫困人口和陈大姐一样将闲置
地都交给了村集体，不仅有了固定的产
业分红还能到基地务工增收。同时为
了增加农户收入尤其是巩固脱贫户的
持续增收，今年3月村集体又新发展了
120亩辣椒，去年11月村集体又栽种了
52亩洋芋。目前，全村仅有1户2人未
脱贫，其余脱贫户的人均收入达11224
元。

脱贫村有村集体经济完善的利益
联结带动增收，散落在一般村社的“插
花”贫困户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

“除了有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带动

外，去年区上通过打造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60公里长的西郊环线带动了5个
镇街20个村数万人的增收。”铜梁区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巴川街道玉皇村坐落在西郊环线
上，全村有 3317 名村民，其中有 2户
贫困户，唐刚文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2018年唐家因学致贫纳入贫困档案，
去年得益于西郊环线建设，村上引进
了11家农业龙头企业，老唐才依靠土
地租金以及企业务工和涉农资金的配
股，去年底才最终脱贫。为了鼓励唐
家持续增收，村上除安排了公益性岗
位外，还为他家修建了30平方米的鸡
舍，通过畜禽养殖增加收入来源。

如今，铜梁266个村实现村村都有
特色产业覆盖所有农户特别是贫困户，
全区4465户建卡贫困户中，有3100多
户将1.23万亩土地、305万元资金入股
到466个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带动5
个市级脱贫村和“插花”贫困户发展脆
桃、油茶、龙虾等特色产业8500余亩，
实现人均增收上万元。

创新实施
“321”精细化管理机制

“周大姐莫担心，只要肯干日
子会好起来的。”3 月 3 日，看着水
口镇人大主席陈琼送来的40只鸭
苗，该镇树荫村的贫困户周子香眼
角泛起了泪花。

周大姐家过去日子不错，后来
由于儿子、丈夫因故去世，家里剩
下儿媳和两个孙子，没收入来源生
活变得困难。去年 12 月底，陈琼
上门走访发现了周家的困难，于是
将周家纳入了贫困户进行一对一
帮扶，同时制定了包括送鸡苗、李
子苗发展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内
的7项帮扶措施。此外，通过这套
机制，镇里还新识别了4户临贫的
边缘户以及 2 户存在返贫风险的
监测户。

这套机制实质上是铜梁创新
实施的“321”精细化管理机制，目
前，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和提升脱
贫质量的重要抓手。

“3”即是将全区4465户12646
名建卡贫困户分为动态关注类、助
推攻坚类和政策兜底类三大类，进
而因户施策精准管理。以动态关
注类着重稳成效为例，它是对已基
本实现稳定脱贫的对象，重点关注
其产业发展、就业等情况，重点帮
助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确保脱贫成效稳得住、能持续。

“2”即是“月上门”“月研判”
两项工作制度。“月上门”指扶贫
干部对帮扶责任人实行一月一次
必见面、传统节日必见面、寒来
暑 往 必 见 面 、危 难 时 刻 必 见 面

“四必见”，全面了解帮扶对象的
生产生活情况，及时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困难问题；“月研判”指各
镇街每月集中召开一次精准扶贫
工作研判会，分析研判脱贫攻坚
形势，推进“双对接双选择”产业
到户落实，及时研究解决脱贫攻
坚实际问题。

“1”即是一套智能化手机APP
管理系统。通过这套数字化的管
理平台，一方面扶贫干部及时将帮
扶对象的致贫原因、饮水用电、交
通出行、种养情况、务工收入等在
系统中更新，实现对建卡贫困户脱
贫状态的精准掌握；另一方面扶贫
干部在上传帮扶对象基本情况的
同时，通过图片、文字等方式上传
帮扶举措、工作日志等，实现对工
作责任落实的精准监管。

激发内生动力
环境变美了设施更完善，脱贫增收劲更足

环境能影响一个人，甚至是改变
一个人。为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
力，近年来铜梁将人居环境整治和脱
贫攻坚深度结合，通过改变贫困户的
精神面貌调动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这一点太平镇坪漆村的农户周光学感
触最深。

2015年老周虽摘了贫困帽，但家里
的卫生一团糟，帮扶干部去他家上门了
解情况都不敢下脚。老周人虽然不懒，
但穿得脏兮兮的，挣几个钱也存不下
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家里脏乱差就算了，要是人也脏
兮兮的哪个企业敢用，又有谁敢买你家
的土特产？”村支书赵东阳一脸愁容担
心老周返贫。直到后来区里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助推脱贫攻坚的行动，赵

东阳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结合脱贫攻坚，赵东阳面向村里的

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开展了改厕、改坝、
改圈、改院落、改厨的环境整治行动，同
时利用“最清洁户”“脱贫光荣户”等评
选机制，调动大家改善清洁卫生发展生
产的积极性。

这一改，老周家发生了巨变，不仅
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人也有了精气
神，干事的劲头也上来了。不仅养殖了
8只鸡，他还到村里的龙灯彩扎专业合
作社上班，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拿了个电
工证。“只要能挣钱，老周啥活路都干，
每日每夜拼命的忙。”赵东阳说。

更让人高兴的是，村里在改善人居
环境的同时，村里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
施也迎来大变样。目前，村里新修了入

户便道7公里、饮水管网10多公里，同
时还完成了新一轮农网改造，保障群众
的生产生活用电。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做大村里的桃花观光和休闲采摘，今年
村里还配套修建了一个生态停车场和
一个占地20多亩的人工生态湖以及一
个200平方米的冻库。

“环境变美了设施更完善，群众脱
贫增收的劲才会更足。”铜梁区扶贫办
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通过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千村示范行动和“三清一改”村
庄清洁行动，全区 266个行政村的所
有群众都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增
强了脱贫的内生动力。同时所有村社
实现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全覆
盖，为脱贫户持续发展生产打下了坚
实的根基。

补齐发展短板
集中火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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