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柱把小辣椒做成了大产业

丰都县华裕全自动化种鸡舍

奉节脐橙丰收了

以产业扶贫为根本筑牢高质量脱贫根基

巴渝大地产业扶贫硕果累累
市农业
农村委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

委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

切实做好产业扶贫大文章

的要求，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

重，把产业扶贫作为稳定

脱贫的根本之策，大力发

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持续保持攻坚决战态

势，通过夯实产业扶贫之

根、筑牢精准扶贫之基、实

施长效扶贫之策，为重庆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

如今，产业扶贫已成

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

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

贫举措。

久久为功
产业扶贫永远在路上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市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市农
业农村委将聚焦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防止返贫致贫，研究制定

“十四五”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在做
优做强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型经
营主体、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的同时，重点围绕
规 划 、政 策 、工 作 、保 障“ 四 个 衔
接”，在推进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
振 兴 战 略 有 机 衔 接 方 面 狠 下 功
夫。进一步提升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发展水平，促进产业扶
贫向产业振兴提升，以产业振兴巩
固扩大产业扶贫成果。

链接》》

巫山脆李挂满枝头

涪陵青菜头丰收了

特色发展夯实产业扶贫之根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
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这一点对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
一体的重庆来说是必由之路。

在奉节，脐橙被列为当地的主
导产业，长江两岸种植了35万亩。
如今，脐橙产值达32亿元，占全县
农业产值的41%，成为当地30余万
名果农脱贫增收的“致富果”。

在巫山，全县种植脆李 28 万
亩，果农达5万余户，年综合产值15
亿元，带动9100多户贫困户脱贫。

近年来，为培育壮大扶贫主导
产业，市农业农村委坚持精准方略，
紧扣解决“两不愁”突出问题，统筹
推进区域脱贫与贫困户脱贫、贫困
区县与非贫困区县扶贫产业发展、
短平快项目建设与扶贫长效产业发
展，把产业扶贫纳入全市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规划布局，制定
出台《全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大力实施“十百千工程”，指
导和支持各区县因地制宜培育2—3
个主导产业，各贫困村发展1个增
收产业。

以丰都培育的特色主导产业为
例。该县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
宜围绕“一心两极三带”布局，大力发
展以肉牛、鸡、红心柚为拳头产业的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形成了“1+
6+X”扶贫产业格局，建成了沿长江、
龙河、渠（碧）溪河3个经济带，推动
扶贫产业由分散布局、单一发展逐步
向区域化布局、集群化发展。

目前，按照“小规模、多品种、高
品质、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路子，全市先后建立了一批贫
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
培育了涪陵榨菜、万州血橙、奉节脐
橙、巫山脆李、巫溪洋芋、丰都肉牛、
城口食用菌、黔江生猪、武隆高山蔬
菜、石柱辣椒、秀山茶叶、彭水红薯、
酉阳山羊、开州春橙、云阳柑橘等系
列扶贫特色产业。其中33个有扶
贫任务的区县发展柑橘299万亩、

榨菜157万亩、中药材257万亩、调
味品187万亩、特色水果393万亩、
特色经济林181万亩、茶叶85万亩，
牛53万头、山羊443万只、蜜蜂120
万群，特色产业覆盖建卡贫困户
90%以上。

靶向精准筑牢产业扶贫之基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
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产业扶贫
能否让贫困户可持续脱贫增收，同
样关键在于精准施策上。”市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说。为落实精准方
略，全市建立了产业精准到户台账，
对每个贫困户建立扶贫产业发展、
利益联结档案，实行动态监测和指
导调度，精准掌握每个贫困户扶贫
产业状况，为精准指导贫困户产业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目前，产业到
户46.7万户，覆盖全市90%以上的
建卡贫困户。

“从来没想过地里还能刨出‘金
豆豆’，一年光种洋芋就有数千元的
收入。”提起村干部因地制宜发动大
家种植的洋芋产业，巫溪县尖山镇
太坪村5组的贫困户吴祖翠高兴得
合不拢嘴。

吴祖翠增收的背后，体现的是
我市坚持产业指导到村、产业项目
帮扶到户的思路。如今，按照这一
机制，巫溪全县有劳动能力和发展
意愿的贫困户都实现了特色扶贫产
业的全覆盖。

“产业扶贫是一个大概念，搞什
么、在哪儿搞、谁来搞、卖给谁，都要
精准。”为打通产业精准到村到户

“最后一公里”，建立了市、区县、镇
（乡）村、贫困户四级产业指导体
系。市级层面，组建18个产业扶贫
工作技术指导组，定点联系指导33
个有扶贫任务区县和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区县层面， 14个国家重点
贫困区县建立101个技术专家组，
组织专家459名包乡指导；乡镇层
面，组织6600余名农技人员包村服
务；农户层面，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
指导员制度，全市选聘产业发展指

导员2.87万人，推广“双对接双选
择”产业到户机制，帮助贫困户落实
产业项目、帮助产品销售等。

此外，为鼓励贫困户发展到户
产业，市农业农村委还精准指导区
县完善了到户产业扶持的财政投
入、农业保险、贷款担保、信贷支持
等政策措施和补助标准，组织开展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创建工作。截
至目前，贫困区县创建“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达242个。

利益联结丰盈产业扶贫之策

“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
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
续获益。”对此，市农业农村委推动
产业扶贫与“三变”改革、股权化改
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相结
合，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建立起多种
利益联结方式，让贫困户真正从产
业发展中受益。

以农村“三变”改革为例。市农
业农村委在推动产业发展上转变思
路，通过与“三变”改革相结合，变贫
困村“闲散资源”为“优质资产”，让
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增收的
渠道多起来，让农民以股份的形式
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目
前，全市“三变”改革试点贫困村达
192个，11.4万名贫困人口成为股
东，年人均增收500元左右。

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是市级深
度贫困村，也是2018年重庆“三变”
改革试点村。前不久，该村贫困户
贺德东将土地流转出去当上股东
后，又在当地的养猪场找到了一份
新工作。

驻村第一书记徐毅说，“2018
年，我们对集体的土地、森林、固定
资产等探索了点上‘化零为整，确
权不确地’、面上‘适度规模经营’
的实施措施，培育了村股份经济联
合社。同时，按照单一配股的方
式，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到每
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村740户
2285 名村民成为联合社的股东。
他们通过流转土地、反租倒包、直

接用工、财政资金股权分红、村集
体二次分红等利益联结还实现了
六大增收。”

通过“三变”改革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只
是全市创新产业扶贫的一种方式。
近年来，为集成、放大各种农业农村
改革政策的扶贫效应，市农业农村
委尝试将产业扶贫与深化农业项目
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农业农村改革相
融合，加快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大力
扶持发展龙头企业，规范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培育发展农村致富带
头人，鼓励返乡创业创办家庭农场
等，建立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产
业发展的新模式。

与此同时，为促成各新型经营
主体构建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市
农业农村委牵头制定出台了《关于
健全完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
联结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
善产业扶贫带贫机制防止“一股了
之”“一分了之”的通知》，推广资
产收益、土地流转、资金入股等 8
种联结方式，同时明确经营主体带
贫责任和支持措施，完善收益分配
机制，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逐
步致富。

融合发展走深产业扶贫之路

为实现短期可脱贫、长远能持
续增收的目标，推动产业扶贫走深
走实，市农业农村委实施了贫困地
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开展农产品
加工、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扶贫行
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动产业
扶贫向产业振兴提升。在18个贫
困区县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区县6个，培育乡村旅游示
范乡镇55个、示范村点254个。

同时，市农业农村委还更加注
重消费扶贫和农业品牌打造，先后
通过电商扶贫、消费扶贫，推进品
牌农产品上京东，贫困区县 23个
农产品在央视等媒体免费展播，组
织参加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20余
场次。通过鲁渝扶贫协作，先后开
展“巴味渝珍香落齐鲁”“十万吨渝
货进山东”等活动，近3年累计销
售农产品 6亿元以上。值得一提
的是，市农业农村委还牵头打造了

“巴味渝珍”市级农产品公用品牌，
如今授权使用贫困区县产品 183
个，11个产品入选《中国农业品牌
目录 2019 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并积极鼓励龙头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参与消费扶贫。

比如巫山县饮食文化研究会以
巫山脆李为原材料，制作的“成话
李”成了当地特色的旅游伴手礼，深
受游客喜爱。同时，与湖北省秭归
县屈姑集团、武汉南博集团合作，研
发脆李饮品、果酒、李干、果脯等附
加值高的产品，进一步提高了产业
扶贫的质效。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市农业农村委提供 秀山隘口镇太空莲基地秀山隘口镇太空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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