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9月的跳磴镇石盘村满木葱茏，风景如
画。

沿着村公路前行，一幅幅美丽的乡村景象扑面而来。近处，白墙灰
瓦的村庄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干净整洁的院落、潺潺流动的溪水、宽阔整
洁的公路诉说着这里人居环境的蝶变。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近年来，大渡口区按照中央及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要求，聚焦“6+3”任务框架，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通
过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实现人居环境的综合
整治、全面整治、深度整治，以点带面，连面成片推进农村展现出新面貌、
居民呈现出新气象、生产展现出新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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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 美丽乡村绽新颜 干净整洁迎小康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石盘村康然葡萄

新合村人居环境建设

重点打造35平方公里的环金
鳌山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片。目前已完成 1193户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4座农村无害
化公厕建设，建成跳磴镇白沙沱污
水处理设施、拱桥村污水处理设施
2座。

安装太阳能路灯 230盏，完
成农村危旧房集中迁建86户、自
主改造37户，实施农村旧房整治
提升118户，建设入户道路20公
里，通组公路3.62公里。

组建119人的农村保洁员队
伍和9台钩臂式垃圾清运车组成
的垃圾清运队伍，配齐垃圾分类指
导员44人、垃圾分类二次分拣员
86人，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点 163个、乡镇再生资源回收
站12个、村级再生资源回收站4
个，发放户分类桶1616个，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4个，每月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巡查。

完成新合村、拱桥村、蜂窝坝
村、金鳌村、鳌山村5个村的村规
划编制，实现应编村规划覆盖率达
到100%。

预计新建6座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预计9月底施工招标，年底
主体工程修建完毕。

数说环境变化》》

打造无废村庄
以示范为引领推动32

个村美丽蝶变

家住跳磴镇拱桥村新苑小区的村
民李先利最近发现小区周边排放的污
水没了异味，居住环境也变得干净整
洁。李先利高兴地说，现在不仅喝上
了自来水，还用上了水冲式厕所，养成
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据了解，为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
的统一治理，去年镇村两级通过修建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等，不仅让生活
污水有了好去处，更是实现了变废为

宝。
拱桥村新苑小区的集中式污水处

理只是大渡口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一个缩影。如今，在整个大渡口
区，32个农业村和拱桥村一样，不但
污水得到了集中治理，农村垃圾、村容
村貌、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都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让广大农村不仅有了

“颜值”，更有了“气质”。
近年来，为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三年整治行动，大渡口区按照“6+
3”任务框架，以“清”为抓手，结合“三
清一改”（即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
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清理，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的不良习惯）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突出
清理农村的脏乱差；以“保”为手段，通
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村庄由一
时清洁向长效清洁转变，确保村庄常
年干净整洁有序；以“改”为重点，结
合“春夏秋冬”四大战役、“农村清洁
日”“美丽村庄·我在行动”等一系列具
体行动，通过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
结合，由表及里培养农民群众健康卫
生意识和环保理念；以“美”为目标，将
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村庄绿化美化、发展乡村产业、建
设文明乡风等有机结合，加快美丽乡
村建设。

不仅如此，为加快补齐农村人居
环境突出短板，该区结合村庄净化工
程、村庄美化工程、村庄亮化工程，推
动农村水电路气宽带等基础设施进一
步完善，让过去“脏乱差”的村庄借此
变得水清、路平、灯明、村美，面貌焕然
一新。这些变化，山溪村、沙沱村、石
盘村的村民感受最深。

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条
连接山溪村、沙沱村、石盘村长4.1公
里的第一期金沙路即将竣工。当地村
民高兴地说，有了这条宽敞整洁的公

路后，大家生产生活不仅方便了，还能
吸引更多的城市资本进村来发展。

与此同时，为坚决打赢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这场硬仗，深入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今年4月大渡口区农业农村
委结合“无废城市”“无废细胞”创建工
作，率先在全市推出了“无废村庄”建
设试点，试图通过开展污水的集中处
理和利用，垃圾的收集和分类以及村
容村貌的综合整治，以点串线通过示
范引领推动全区32个农业村实现美
丽蝶变。

创建爱心超市
借积分制激发内生动力

育出文明新风尚

鲜宏勇是土生土长的石盘村人，
人虽然打扮得干净整洁，但自家房前
屋后垃圾遍地，室内摆放杂乱，是当地
典型的“脏乱差”代表。村里为激发老
鲜一样的农户自觉进行环境卫生整
治，创新推出了积分制，督促和约束农
户改变过去的不良卫生习惯。

简单来说，积分制即是村里将垃

圾分类、房屋干净整洁、庭院美观、摆
放整齐等列为评分对象，通过村干部
上门检查对其进行奖惩处罚，农户则
根据相应积分到村办公室的爱心超市
兑换生产生活物品。

这样一来，不仅激发村民改善人
居环境的积极性，还让村民得到了实
惠。鲜宏勇就是通过积分制的调动，
从过去的“脏乱差”变成了清洁文明
户。不仅如此，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该村通过互联
网+方式，开发出“云上石盘”App，并
尝试将村集体分红与庭院整治积分挂
钩，培育出一种清洁文明的风尚。

“村庄清洁行动是一场人民战
争。”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
绍，为让广大干部群众明白村庄清洁
行动要做什么、怎么做，一方面除了通
过积分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外，另一
方面通过集中开展大扫除、卫生庭院
（清洁卫生户）评选等主题活动以及以
村、社为单元开展“现场观摩”活动、清
洁村庄“比武”等方式，培育村民养成
了“三定三勤三看”的良好卫生习惯，
形成了一种爱清洁讲文明的新风尚。

发挥党建作用
用“三治”融合让干净整

洁成为常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亦是如此。为充分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大渡口区
要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从自身做
起，带好头、作表率，特别是鼓励农村
党员干部，站出来率先进行人居环境
的改善，通过模范引领群众。

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
示，为实现村庄清洁向长效清洁转变，
由突击整治向常态化开展转变，确保
村庄常年干净整洁有序，大渡口区充
分发挥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
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干净整
洁的人居环境成为一种常态。

以村民自治为例，大渡口区鼓励
各村通过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
方式，加强对村民人居环境的自我约
束和监督，通过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
会，村民自己对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
进行自我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为让干净整洁的
村容村貌成为常态，大渡口区还探索
建立了建管机制，确保各类设施建得
起、用得上、管得好并长期稳定运行。
同时结合村庄保洁员制度和组建志愿
者服务队伍，加强了对清洁卫生的日
常监督和管理。

张亚飞 刘钦 石东茹
图片由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做实扶贫产业 巩固脱贫战果

垫江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现在党的政策
确实好，我小女儿读
书学费全免了，每年
还有助学金，但是我
觉得致富不能只靠
政策，还要靠自己勤
劳的双手。”日前，在
垫江县桂溪街道集
体社区脱贫攻坚恳
谈会上，建卡贫困户
聂贵学，讲出了自己
的心里话。

近年来，垫江县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脱贫攻
坚的安排部署，紧紧
围绕“六个精准”，高
度重视、高位推动，
一鼓作气、尽锐出
战，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确保如期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

截至去年底，垫
江县累计实现10个
贫困村摘帽，6857
户 21936 人贫困人
口脱贫，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奠定了坚实基础。

村村有产业，让人民更富裕

秋风起，高粱红。在沙坪镇毕桥村的
高粱种植基地，300亩火红的高粱在阳光
的照射下，犹如成片高举的火炬，放眼望
去宛如一幅美好的田园丰收画卷。

毕桥村的高粱种植基地，只是垫江全
面开展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垫
江坚定不移把产业扶贫作为巩固脱贫成
果的根本之策，实施产业扶贫专项行动，
加快构建独具县域特色的扶贫产业体系、
支撑保障体系、利益联结体系。

完善扶贫产业体系。在10个贫困村
和5个扶贫重点村分别建成1个500亩以
上的扶贫主导产业，贫困户可通过土地入
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参与；同时强化产销
对接，深入推进消费扶贫，建立完善“1+
26+N”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认定“西部
晚柚”“琼椒”等扶贫产品31个，举办节庆
展会、直播带货等消费扶贫活动800余
场，累计帮助贫困村、贫困户销售农副产
品5000万元以上。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整合国土、水
利、农综开发等资金3亿元支持扶贫产业
发展，支持重庆农担公司发放担保贷款
1.2亿元，鼓励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户
申贷扶贫小额信贷1亿元。

完善利益联结体系。贫困村村集体
经济“空壳化”全部消除，农村“三变”改
革、三社融合发展、股权化改革纵深推进，
农业农村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成果正加速
惠及每一户贫困户。

2020年上半年，垫江县新发展垫江
晚柚1万亩、晚熟柑橘1万亩、优质李子
5000亩、无患子等中药材1.1万亩、花椒5
万亩。开工1000头以上生猪养殖项目
34个，推广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全产全收榨菜15万亩30万吨，实现
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6亿元。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7450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1460元。

户户有新居，让乡村更美丽

绿树掩映下，伫立着一座占地40平

方米的新房子，屋外白墙灰瓦，屋内干净
整洁，水电气等设施配套一应俱全。这是
刘国友的新家。

“从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住上这样的房
子，不用担心漏风漏雨。”52岁的刘国友，
住在新民镇明月村，无儿无女，身无长技
加上房屋破旧，一度过着四处流浪到处借
宿的日子。2018年，村里将其纳入贫困
户进行帮户，将其房屋纳入D级危房进行
改造，去年他搬进新房，也开始到附近企
业上班。

近年来，垫江县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大力实施住房安全保障问题清零行
动，统筹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旧房整治提
升工程，让贫困群众住进新房子、逐步过
上好日子。如今，全县已鉴定挂牌农村住
房35158户，其中贫困户7027户，新保障
717户贫困户住房安全，住房安全保障率
达100%。

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就是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垫江坚持将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为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全面对接乡村
振兴战略，聚焦整治贫困村、贫困户人居
环境“脏乱差”现象，以贫困村、贫困户为

基本单元，以“三清一改”专项行动为载
体，全面实施贫困村村容村貌提升和贫困
户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切实改善贫困村面
貌，引导贫困户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实现
高质量脱贫。

如今的垫江县，阡陌交通，畅行无
阻。一栋栋具有巴渝民居特色的房屋外
墙焕然一新，家家户户的庭院开始改造成
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地坝平整、推窗
见绿……

2020年上半年，垫江县完成改厕277
户、改厨220户、改庭院320户，建设绿色
示范村庄15个。建设“四好农村路”176
公里，实施路面加宽15公里，建设入户道
路9.4公里，改造农村危房66户，旧房整
治提升1265户。

家家来新客，让生活更幸福

秋收时节，四面八方的游客不约而同
地来到垫江县游玩，置身于山川、花海与
稻田之中，赏旖旎的乡村风光，品悠久的
农耕文明，享闲适的田园生活。

近年来，垫江县践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依托其独特的旅游产业资源、

农业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大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有这么多人来我的果园采摘，再忙
也感到幸福。”新民镇明月村果彤生态基
地负责人晏兴文，一边向游客介绍果，一
边引导游客采摘，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果彤生态基地建立于2018
年9月，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是垫江县

首家成功种植红心火龙果的基地。自今
年6月果子成熟以来，前往现场体验采摘
乐趣的游客络绎不绝，采摘或将持续至春
节前后。

近年来，明月村以现代农业核心示
范区为载体，利用良好的区位、交通、地
理优势，不断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持续
壮大特色产业。同时，以“农业强村、生
态富村、旅游旺村”为发展思路，多环节
推进产村共建农旅融合，该村2016年建
成开园的牡丹樱花世界，现已成功创建
国家4A级景区。如今的明月村，已经成
为了“四季赏花、夏秋品果”的特色鲜明
的生态休闲观光及农耕文化体验旅游产
业园。

明月村的美丽嬗变，仅仅是垫江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生动折射。在
垫江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乡村旅游越
来越红火。以牡丹闻名的太平镇，每到牡
丹花开遍山野之时，会引无数游人尽欢
颜；沙坪镇毕桥村，借助“春天菜花黄、夏
天稻花香、秋天高粱红、冬天油菜绿”四季
花海资源，开展摸鱼比赛、农民丰收节等
特色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去游玩。去
年，垫江县共接待游客46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2.2亿元，269户493人贫困户
通过乡村旅游增加收入。

况宇 乔复羽

砚台镇太安村花椒产业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 摄/邱文笃

新民镇明月新村焕发新气象 摄/邱文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