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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草木萌发，田间山野，遍地锦华。

走在丰都的广袤乡间，一条条平坦的公路进村到组，

一座座错落的农房靓丽一新，一个个富民的产业遍地开

花，一张张幸福的笑脸灿烂绽放……成为脱贫攻坚最生

动的注脚。

一年来，丰都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瞄准“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指标，坚

持以各类问题整改为主线，对标对表中央要求攻克突出

问题，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战。

如今，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饮有所安，一

幅全面提升民生福祉的画卷正在丰都大地徐徐展开……

攻克突出问题 补齐短板弱项

咬定目标精准发力 全面提升脱贫质量
丰
都

时下，走进丰都县三建
乡绿春坝村，成片的雷竹高
耸挺拔，郁郁葱葱，给山野
披上“绿装”。一场春雨刚
过，尖尖的雷竹笋纷纷破土
而出，一夜之间新笋遍地，
雷竹基地里，村民们正忙着
采笋。

三建乡是我市2017年
确定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这里地形“三山夹两
河”，海拔从230米急剧提
升至1200米，自然条件恶
劣，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脱
贫攻坚难度极大。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
的根本之策。为攻克贫中
之贫，坚中之坚，丰都县用
改革思维和办法，寻找产业
发展突破点，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
三建乡围绕“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农民主角”，确定笋
竹为主导产业之一，推进全
域“三变”改革。

2018年，绿春坝村村
支“两委”牵头，组建丰都县
三建乡伟生农业开发股份
合作社，与重庆丰都农业科
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组建丰都县森绿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经
营和管护产业项目，农户以
土地入股，通过保底收益、分红收益、
务工收入实现稳定增收。

从小竹笋到大产业，绿春坝村的
村民正获得丰厚的“生态福利”，3组

的廖德华就是受益人之一。
“靠山吃山，如今雷竹
就是我们的‘绿色银
行’，我们不仅脱了
贫，还住进了新
楼房，日子越过
越滋润。”廖德
华笑逐言开地
盘起今年的
丰收账，他家
流转了 11 亩
地给合作社，
一年保底收益

有 2640 元，夫妻
俩在基地的务工收

入共2万余元，加上儿
孙们在外务工，家庭年收

入在10万元以上，生活正在向小康
迈进。

如今，三建乡共栽种雷竹7700
亩，其中，绿春坝村在2、3、4组按农旅
结合模式投资1500万元，按打造景
区的标准，建设了1600亩竹海休闲
园，全村户均种植雷竹约2亩，每户年
收益将增加2万元以上。

迸发新活力，拓宽富裕路。三建
乡通过全域“三变”改革，实现了“沉
睡的资源活起来，分散的资金聚起
来、增收的渠道多起来、群众的日子
好起来”的改革目标。

走进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4
组，绿树翠竹下掩映着一栋崭新的
楼房，沐浴着春光，75岁的廖桂林总
会拿出椅子和老伴在门口坐坐，暖
暖的。

“没想到我这把年纪了还能住
上新房子，我真是打心眼儿里感谢
党和政府。”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
廖桂林乐得合不拢嘴。

廖桂林一家共六口人，家里主
要收入来源仅靠儿子的务工收入，
生活十分困难，2017年被纳入建卡

贫困户。他们居住在简陋的石木结
构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墙壁、
屋脊多处有裂缝，遇到雨天总是“外
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于房屋
改造一直是有心无力。2018年，廖
桂林家的房屋被纳入D级危房改
造，并获得3.5万元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去年一家人不仅顺利入住新房，
还在精准帮扶下脱了贫。

安居才能乐业，住房安全既
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群众摆脱贫困、迈向小康

的关键一步。在丰都，同廖桂林
一样，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实现
了“安居梦”，生活居住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

丰都县紧盯住房安全有保障目
标，坚持精准识别到位，认真把握政
策标准，强化改造过程管理，跟踪督
导危房改造进度，逐户开展竣工验
收，及时拨付补助资金，确保全县贫
困户危房改造数量上销号、质量上
达标，让困难群众早日住上有安全
保障的房屋。

“孙爷爷，我把杨婆婆的慢病卡带
过来了，顺便再给她检查一下身体。”4
月6日，在丰都县社坛镇文汇村4组建
卡贫困户孙友权家，镇卫生院的蔡医
生像往常一样开展上门问诊服务。

“平时老伴看病买药、用药指导
全靠家庭签约医生，遇到突发情况
打个电话他们立即就赶过来了，让
我们心里很踏实。”孙友权感激地
说。孙友权的4个儿女在外打工，3
年前，81岁的老伴杨其芬患上脑梗
塞，由于年事已高，加之有严重风

湿，只能长期卧床，属于典型的高龄
慢病患者。在签约家庭医生后，老
人享受到基本医疗、药品配送与用
药指导等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接受
免费医疗服务。

医生上门服务，小病在家也能
治。为每个贫困家庭落实签约家庭医
生，提供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服务，
撑起健康“保护伞”。这是丰都扎实推
进精准健康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

为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
上病，看得好病”，有效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丰都县还深入实施
“暖心工程”，按照“病种相近、特色
对口”及医联（共）体协作原则，建立

“四个一”医疗救治机制，精准分类
救治贫困患者，对30种大病患者开
展专项救治，继续执行“一站式”平
台即时结算。

同时，扎实开展“春风行动”，精
准核查贫困群众患病信息，分类建
立“因病致贫”大病、慢病、精神疾病
患者救治工作台账，实施动态管理，
实时登记就医信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了正常的学习节奏，而在丰都，以爱
之名护航“停课不停学”的“六送”活
动，深度诠释着教育扶贫的温度。

“有了学校送的平板电脑后上
课很方便，不用担心耽误中考复习
进度，让我在紧张的备考中充满信
心。”4 月 10 日上午，家住丰都县
仁沙镇罗家桥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初三学生刘颖（化名）正利用
平板电脑在线上英语课。看着孩
子认真学习，刘颖的母亲何明秀满
是欣慰：“多谢政府和学校的关
爱，老师不仅亲自送来了平板电
脑，还教孩子如何使用，我们当家

长的很放心。”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贫困

学生帮扶工作，保障贫困家庭学生
做到“停课不停学”，丰都县组建
300多支“党员红镰志愿服务队”，2
万多名党员教师和帮扶责任人分层
分级开展送教材、送设备、送网络、
送培训、送家访、送关爱的“六送”活
动，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人手1套教
材、1张课表、1台设备、1条网络，实
现了人人能学一个不掉队、人人会
学天天有实效。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
子，这只是丰都县教育扶贫的一个生
动缩影。

紧盯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
目标，丰都县精准聚焦“义务教育有
保障”中的短板弱项，精准施策，集中
开展“控辍保学”清零行动，实现责任
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复学异常人员

“1+4”责任体系，做到即辍即
劝，即劝即返，利用大数据实
时监测，实现了全覆盖动
态管理辖区适龄儿童。

此外，丰都还根据
劝返学生的特点进行
单独编班，差异化设置
课程，全力保障已复学
学生进得来、留得住、
学得好。

“拧开水龙头，白花花的自来水
涌出来，在家就能用上这么干净、放
心的水，这日子是越过越美了。”4月
13日，丰都县三元镇5组正在做午饭
的建卡贫困户罗福海高兴地说。

而在之前，55岁的罗福海却饱
受自来水不足的困扰。和三元镇邓
教坪村的520户村民一样，每到干
旱季节，分散供水的村民们就为水
发愁。“正要用水的时候又放不出
来，那水是有一阵无一阵的。”罗福
海回忆说。

邓教坪村由于地处高山地带，水
源十分欠缺，2019年以前，人畜饮水

主要靠2015年修建的3处分散式人
畜饮水工程，由于水源不稳定，水量
严重不足，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
2019年，三元镇镇政府将邓教坪村
纳入了全县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从邻镇水库引水至该村水
厂，一举解决了该村6个社2000余
人饮水困难的问题。

喝上“放心水”，日子更甜美。罗
福海的经历只是丰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进家入户送清流的一个片段。
丰都县把“饮水难”问题作为水利行
业扶贫工作核心，在摸清底数、查漏
补缺、补齐短板、强化管护下，全面保

障群众饮用水安全卫生。
通过对照国家《农村饮水安全评

价准则》，丰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
障率4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逐户悬
挂饮水安全标识牌。精准识别供水
保障率存在问题即季节性缺水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制定储水供水方案，
实施“一户一策”销号。采取暗访、检
查、督查等方式，对水源、取水工程、
输配水工程等各个环节建设、运行、
管理、维护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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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所居 危房改造托起贫困群众“安居梦”

病有所医 健康扶贫斩断“病根”拔“穷根”

学有所教 寒门学子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饮有所安 百姓喝上“放心水”滴滴甘泉润民心

数读成果》》

三建乡夜力坪村油菜基地

虎威镇人和村长坡卫生室，70岁的村民冉正秀领到了
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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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乡栗子社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摄/熊波

贫困对象
截至2019年底，全县国扶系统全库

贫困人口为21081户78286人，累计脱
贫21030户78181人。其中，2019年脱
贫1367户、3767人，剩余贫困对象51
户105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02%。

义务教育
发放教育资助8.6万人次1.28亿

元，营养改善计划受益7.3万人，确保了
全县无一名学生因学致贫、因贫失学。

基本医疗
全县有贫困患者5149人次享受健

康扶贫医疗基金救助908.74万元。

住房安全
动态排查整改危房401户；完成农

村“四类人群”住房鉴定挂牌28916户；
全面完成8000户农村旧房整治提升。

饮水安全
中小型水库水源工程建设年度投资

规模达1.92亿元，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完成投资1.77亿元。

小型水库水源工小型水库水源工
程—硝厂沟水库程—硝厂沟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