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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 两轮驱动破解脱贫难题

自脱贫攻坚启动以来，

万州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全区140个贫困村全部

脱贫销号，10.6万名贫困群

众相继越线达标，贫困发生

率降至0.21%，是全市2016

年首批退出国家级贫困县

的区县之一。

脱贫“摘帽”后，万州区

切实巩固脱贫成果，大力提

升脱贫质量，实施“双百亿”

工程夯实产业基础，做实消

费扶贫确保贫困户持续增

收，牢牢守住了“两不愁三

保障”底线，推动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书

写了脱贫攻坚的漂亮答卷。

产业扶贫固根基
实施“双百亿”工程
长效带贫益贫

巍巍悦君山下，万州区分水镇
川兴村花椒基地连成一片，蔚为壮
观。贫困户陈宜奎正在自己承包
的地块除草清园，脸上笑容舒展：

“我承包管护的这片花椒地共有
2200株，一年下来至少增收1.5万
元，一点都不担心会返贫。”

陈宜奎分片承包花椒进行管
护，是川兴村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创新推出的土地分片、管理分户、
收入分红、利润分享“四分”模式之
一。合作社对每个承包地块按照
每株4.5元/年支付管理费，采摘期
间按照1.2元/斤支付采摘费，每株
产量在10斤以下的，按照销售收
入的 2%分红、产量在 10斤以上
的，按照3%分红，进一步激发了农
户的生产积极性。

合作社负责人徐地万介绍，花
椒基地是在脱贫攻坚中发展起来
的，流转了80户农户（贫困户）闲置
耕地和荒山500亩；采取的“四分”
模式和原“雇佣制”相比，人工费用
支出无明显差别，但花椒总产量提
升了50%，承包农户收入也翻番，壮
大了扶贫产业，强化了利益联结，实
现了合作社与农户“双赢双满意”。

在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生态
猪养殖产业前不久已首次进行了
收益分红。“入股5万元，这次分红
拿了4000元。”安溪村2组贫困户
杨祖财喜滋滋地领到了分红股金。

长岭镇安溪村的牧润养殖场，
是全区生态猪养殖场建设最早的
一家，年可出栏生猪7500头，辐射
龙立村、立苇村、安溪村、响滩社
区、梨花路社区、长岭岗社区6个
村居，24户贫困户。

安溪村党总支书记张健介绍，
养殖场与6个村居和24户贫困户
建立了一系列利益联结机制：一个
村居投资40万元入股一个生态养
猪单元，以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各村居固定分红每年5万元；24户
建卡贫困户每户入股5万元，与养
殖业签订合作发展协议，每年每家
贫困户可增收4000元；另外，猪场
还常年就近解决农民工务工近10
人，人均年务工收入2.5万元以上。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
之策。万州区立足资源禀赋，科学
谋划实施“双百亿”工程，即围绕百
万亩经果林、百万头生态猪，着力
构建种植、养殖全产业链，实现全
产业链产值各100亿元目标。

以“亮山地高效农业、亮人居环
境整治”的“双亮”活动为抓手，形成
各镇乡比学赶超的势头，推进“百万
亩经果林”产业化规模化种植，探索
多种利益联结方式，构建稳定带农
益贫机制。全区已建成86万亩经果
林，实现村集体分红112万元、贫困
户分红88万元，依托经果林快速发
展的乡村旅游提升了价值链、拓宽
了增收链。同时，出台贫困户产业
发展扶持办法，2019年以来，6592

户贫困户兑现奖补资金1387.2万
元。

百万头生态猪项目推行“低架
网床+益生菌+异位发酵”生态养
殖技术模式，实现了“零排放”“零
污染”。全区38个镇乡街道，508
个涉农村（社区）的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均参与其中，贫困户收益分配
与其参与生产经营、遵纪守法、遵
守村规民约等挂钩，实现了村集
体、贫困户覆盖率 100%。全区
896个养殖单元年底全面建成，将
新增生猪产能 100余万头，吸纳
1800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140个
贫困村每村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
10万元。

万州区以“双百亿工程”为抓
手，以特色产业为载体，以农村“三
变”改革为动力，通过“产业联动”
强化“利益联结”，通过“利益联结”
促进“干群联心”，有效推动了经营
主体不断壮大，实现了主导产业各
具特色，22个贫困村被认定为“一
村一品”示范村；农业发展“接二连
三”，农业与乡村旅游、加工业、互
联网等产业融合发展，市级以上认
证农业品牌达87个，收到了贫困
群众稳定增收、集体经济迅速发
展、乡村活力明显提振的良好效
果。

消费扶贫解难题
山货出山
助力贫困户增收致富

橘红的色彩，明亮的灯光，琳
琅的商品，映衬着醒目的“消费扶
贫专柜”“人间有爱 扶贫有我”等
字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万州的行政中心、CBD商务中心等
地段，新近投放的消费扶贫专柜吸
引了大家的眼球，纷纷前去体验购
买。

“先扫码开门，再选择要买的
东西，选好后关上门，手机上结算
付费的短消息立马就来了，方便得
很。”市民谭栋梁拿着刚买的三峡
绿茶说：“这个专柜让我们不用下
乡就能买到农特产品，还能为消费
扶贫出一把力，一举两得，很好。”

扶贫专柜是落实消费扶贫行动

的一种重要方式。万州在18个贫困
区县中率先签订协议、率先布点、率
先落地，让贫困地区产品直接面向
消费者，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购
物体验，方便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
消费扶贫中来。后续重点在大中专
院校、医疗机构、交通枢纽等人流量
相对集中的公共场所投放，并积极
引导消费者通过专柜购买扶贫产
品。

线下落地，线上推广。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改为网上展示和交易，
为本地种植户、国内外经销商及广
大市民搭建生产、销售、配送一条
龙网络平台。为期一个月的交易
会，累计上线经销商60家，种植企
业、大户累计上线152家，共销售
柑橘超过2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1.6亿元，对促进销售、活跃市场、
拉动消费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消费扶贫，是全社会参与脱贫
攻坚的重要途径，是帮助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的有效方式。万州区通
过前期广泛开展的消费扶贫活
动，“疫情、灾情”的不利影响得
到了有效化解，扶贫产品产销两
旺，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又助力
了扶贫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

9月中旬开始，万州区集中组
织开展主题为“情满万州、消费扶
贫”的“2020年消费扶贫月”活动，
结合“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专题
活动，推出了10个专项活动。包

括消费扶贫智能专柜建设专项活
动、消费扶贫专区建设专项活动、
入驻“扶贫832”销售平台专项活
动、9.22农民丰收节专项活动、消
费扶贫专馆建设、中国社会扶贫网

“重庆扶贫馆”推广应用、10.17“扶
贫日”主题消费营销、11月万州烤
鱼节、对口支援省市万州扶贫产品
推介活动和鲁渝协作消费扶贫等
10项，大力推动消费扶贫开展，着
力搭建产销平台，畅通销售渠道，
构建产销对接机制，引导社会各界
踊跃购买扶贫产品，帮助农特产品
卖出好价钱，为群众增收走出好路
子。

在消费扶贫中，万州区全面出
击，多形式多渠道推进。充分发挥
政府帮扶主力军的作用，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
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批发市
场的“六进”活动。全区预算单位
政府预算采购扶贫产品190万元，
44个区级帮扶集团采购贫困群众
扶贫产品884万元，区级工会、学
校、医院、国有企业购买扶贫产品
508万元，发动民营企业“以购代
捐”80万元，市级帮扶集团采购
390万元。

全面推广“扶贫赶场”活动，各
帮扶集团定期在贫困村举办赶场活
动，组织村里建卡贫困户将土鸡蛋、
土鸡、土鸭、竹笋、蜂蜜、蔬菜等生鲜
农特产品在村委会、村民广场摆摊
售卖，帮扶干部选购。据不完全统
计，全区已开展活动近50余场，直接
采购贫困户农产品50余万元。

组织万州扶贫产品进北京、进
江浙、进山东，在北京、山东、上
海、宁波等地方设专馆、专区，举
办展销会、组织推介活动、引进山
东销售企业入驻，让万州扶贫产
品走出库区、走向全国，截至目前
已销售1600余万元。

积极发展新业态，大力推动电
商直播助力消费扶贫。疫情期
间，万州率先开展“书记代言、直
播带货”，乡镇党委书记、驻村第
一书记纷纷上阵，基层干部、央视
大咖、 本土网红共同发力，采取
权威媒体、本地网络、抖音淘宝新
兴平台齐上的方式，累计开展网
络直播500余场次，实现网上直播
销售额0.2亿元。

龙驹镇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9月28日，万州区龙驹镇举行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集中签约仪
式。万州二中与龙驹中学、红光小学与龙
驹小学、幼师幼儿园与龙驹幼儿园签订城
乡教育结对帮扶协议；签订小微企业加工
园入住协议、龙驹镇企业招商合作协议、
乡村振兴文化项目合作协议等乡村振兴
产业投资合作协议；龙驹镇与三峡职业技
术学院签订校地共建协议，持续推进试点
工作开展。

龙驹镇是村居单元最多、贫困群众最
多、人口规模最大的市级深度贫困镇，也
是全市18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试点镇乡之一。该镇坚持以深度攻坚
统揽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先后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
村镇、全国“十佳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示范
点”。在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龙驹镇积极推进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工作。

规划有效衔接上，启动了《龙驹镇十
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龙驹镇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工作，建立了脱贫攻坚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试点任务事项
清单；产业发展衔接上，加大主导产业培
育，加快高效有机农业园建设、土地集约
经营进度和产业链条延伸建设，加大扶
贫产品品牌培育及营销力度，全力推进
产业平台建设；工作政策衔接上，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全力推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全力加
强镇域人居环境整治；保障衔接上，全面
推进组织振兴试点，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有序推进国企进镇，借助国企力量进一
步推进乡村旅游、种植养殖业等发展，助
力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双百亿工程——重庆三峡有机农业生物工程技术中心
龙驹镇芦花鸡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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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万州特色小水果推介会

青山环抱的龙驹镇 摄/冉孟军

万州区长岭镇长茨路连通大
山内外

双百亿工程——太安镇凤凰茶乡 双百亿工程——甘宁镇标准化玫瑰香橙产业基地

龙驹镇——岭上村猕猴桃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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