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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脱贫攻坚不断走深走实

入秋的重庆，半雨
半晴。断续的秋雨之
后，丰都红心柚将迎来
生长的利好时期。三
元镇梯子河村，红心柚
种植基地里村民穿梭
在橙黄与绿意之间，正
忙着为果树疏果施肥，
抢抓红心柚快速生长
期，以待丰收。

摘掉贫困帽子，奔
向全面小康。“四山夹
三槽”的地形、相对较
差的自然环境挡不住
丰都人阔步迈进的步
伐，“大农村、大山区、
大库区”的旧印象早已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
走深走实，蜕变成一片
山水丰茂、物产丰盛、
人文丰厚的美丽之地。

近年来，丰都始终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中找
定位、找责任、找担当，
紧扣“五个一批”“六个
精准”脱贫路径，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
标准，发扬斗争精神、
下足“绣花”功夫，持续
补短板、强弱项、提质
量，推动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走深走实。

2017 年实现脱贫
“摘帽”，2019年底贫困
发生率由 12.1%下降
至0.02%，贫困群众全
面实现“两不愁”真不
愁、“三保障”全保障，
全县农村面貌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群众收入
实现了显著性增长，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

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
策，做好金融扶贫文章

“现在家里有肉牛30多头，生
猪20多头，山羊10多只，鸡鸭100
多只，每年还要收包谷、水稻、榨菜
将近 4 万斤，日子真是越过越好
了。”十直镇秦榜沟村村民付体碧讲
到，从2017年开始，她每年都借助
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来扩大肉牛养
殖规模，如今每年家庭收入超10万
元。

付体碧与丈夫蒋仕文，曾是村
里的建卡贫困户，丈夫因早年外出
务工意外残疾也归乡待业。2014
年，借助帮扶干部制定的脱贫计划，
结合返乡农民工养殖肉牛补助政策
的2万多元补助资金，办起了蒋家
湾肉牛养殖场。如今肉牛养殖场已
从最初的6头牛，发展到了30多
头，付体碧也借此走上致富路。

如付体碧一样借助扶贫小额信
贷发展脱贫产业的例子，在丰都还
有很多。可在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之
初，贫困户其实并不买账，该县第一
次扶贫小额信贷意愿调查，愿意贷
款的贫困户只有5940户，占全县贫
困总户数的29.9%。

谋而后定添措施，下足功夫精
准干。丰都聚焦“不想贷、不愿贷、
不敢贷”等难题，多措并举、精准施
策，力促政策落地见效。

——精准实施骨干产业培育及
带贫行动。紧紧围绕“确定骨干产
业，引进产业龙头，发展新型经营主
体，建立带贫机制”思路，立足资源
禀赋，将肉牛、生猪、榨菜、红心柚、
花椒、烤烟等确定为主导产业。

——精准实施产业链金融扶贫
行动。紧紧围绕产业链金融服务需
求，同步推进普惠金融与扶贫小额
信贷特惠金融，既为新型经营主体
提供普惠性贷款，又为参与产业发
展的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特惠
性贷款。

——精准实施农村信用增信行
动。探索实施信用评级、助贷员制
度、农业产业保险、技术增信4项增
信措施精准助推扶贫小额信贷工
作。

——精准实施扶贫小额信贷服
务提升及防风险行动。延伸服务平
台、优化服务流程、强化风险防控的
同时，严格把控“放贷、使用、防控”
三道关口，实行“激励制、通报制、提
醒制、惩戒制”，有效防范了金融扶
贫风险。

截至今年9月，丰都县扶贫小
额贷款从2017年11月获贷贫困户
仅1660户、累计发放0.75亿元、获
贷率8.36%，增加到为贫困户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13455户次、6.15亿
元，获贷率超过68.14%，居全市第
一。2019年7月，全市扶贫小额信
贷现场会在丰都召开，获全市好评。

强化电商扶贫，打通
农产品入市“最后一公里”

“从零起步，不到2年时间，经
过3次搬家，覆盖周边8个乡镇，累
计销售额超1500万元……”说起三
建乡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廖家坝
社区驻村第一书记章烈一口气说出
了自己能记住的所有数据。

10月8日，这里的电商集配中
心正式开始运行。这一天对于章烈
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
建乡农村电商从农产品快递单为
零、专职电商从业人员为零、实际运
营网点为零、电商销售农产品数据
为零，到农产品快递单已超3万件、
电商专兼职从业人员16人……成
为丰都县龙河流域电商集配中心的
发展史，也将在这一天掀开新篇章。

三建乡农村电商的嬗变，在丰
都绝不只是个例。近年来，丰都多
措并举，坚持把农村电商作为拓宽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推贫困群众
增收的重要抓手，通过建平台促销
售、强监管保质量、树品牌立口碑等
有效方式，推动农特产品卖得掉、卖
得好、卖得远。

建平台促销售。依托124个电
商服务站点、400余个电商平台，全
力推进农产品上平台、进社区、进超
市、进食堂、进市场、进景区，并全面
实现了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资源
的对接全覆盖。

强监管保质量。以直播带货质
量保障为切入口和主抓手，丰都县

制定了《电商直播带货行动工作方
案》《农产品直播带货质量保障8条
措施（试行）》，建立了“政府引导＋
部门监管＋市场参与”模式，构建了
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终端的全方位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从而让网民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

树品牌立口碑。累计认证“三
品一标”131个，认定市级以上农
业品牌46个，获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11个。“丰都牛肉”进入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成为全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丰都锦橙”“丰都
红心柚”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丰都花椒被评定为辛香料国家
标准。

“此外，我们探索发展‘农村电
商经纪人+贫困户’扶贫模式，进一
步强化产品对接收集，加强推介。”
丰都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接下来该县还将探索实施全县农村
电商整合运营，提升农村电商整体
实力。

截至7月，丰都全县实现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13.25亿元，同比增
长248.68％。

深化东西扶贫协作，
让群众端稳增收“饭碗”

金秋十月，湛普镇庆云村花椒
基地里，村民们正忙着为花椒树除
草、施肥，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

“今年逢疫情，还是对销路有所
担心的，结果花椒通过采购不仅都
卖光了，还比往年挣得更多，这是村
民们都没有想到的，现在大家干劲
儿正高呢。”庆云村党支部书记凌成
高介绍到，今年巧遇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很多餐馆倒闭，出口受影响，

花椒行情受到很大的冲击，该镇通
过山东枣庄、大足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等定点采购，花椒实现了全销
售，为群众稳定了增收来源。其中，
山东枣庄委托丰都县河之园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共定点收购干花椒131
余吨，金额达780余万元。

类似这样的定点收购仅仅是枣
庄市与丰都县确立东西部扶贫协作
关系以来，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都聚焦
劳务协作、消费扶贫、产业合作等重
点，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加压努
力、克难攻坚，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深化产业合作，滕州马铃薯安
家丰都。2017年，当时滕州市领导
来丰都调研，决定将马铃薯作为西
移丰都的经济作物首选。近年来，
枣庄、丰都两地按照“先行试验、示
范引领、逐步推广”的发展思路，采
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
科技支撑、金融支持”的链条式帮扶
模式，不断助力两地产业扶贫协作
不断走深走实。

目前，丰都27个乡镇推广种植
滕州马铃薯1.85万亩，实现总产量
4.16万吨、总收入0.96亿元，亩均
收入5000元以上，有效带动6800
余户贫困户增收。

深化人才交流。通过选派、培
训，截至目前，枣庄共选派28名教
师、31名医生、15名农技专家来丰开
展扶贫协作；丰都已选派19名医生、
13名教师、4名农技人员、10名贫困
村党支部书记到枣庄交流学习。利
用枣庄培训资源，采取线上线下、集
中培训等方式，积极开展各类培训，
先后培训中小学骨干教师100人、医
疗卫生人才100人、科技人才237
人、农业科技人才259人、党政干部
306人，超额完成培训任务。

深化劳务协作。通过育婴员、
月嫂等培训班共培训建卡贫困人员
360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通过
组织现场招聘会，目前已实现稳岗
就 业 55 名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138%。使用援助资金开发临时公
益特岗 300 个。新建扶贫车间 5
个，累计11个扶贫车间共吸纳150
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76人。帮助
开发公益岗位等，实现就近就业
283人。

注重消费扶贫创新，推进协作
质量有力提升。通过举办“百吨花
椒进枣庄、千吨土豆出丰都”、消费
扶贫“赶年节”等活动，组织山东企
业与丰都企业签订农产品购销协
议，截至目前，已向枣庄销售各类农
副产品2465万余元，完成目标任务
117.38%。

三建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地形“三山夹两河”，海拔从
230米急剧提升至1200米，自然条件
极其恶劣，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脱贫攻
坚难度极大。

为攻克贫中之贫、坚中之坚，2018
年以来，丰都县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
探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农民主角

“三主”模式，在全乡8个村（居）组建
股份合作社全覆盖联结农户并以土地
入股，引入（国有或社会资本经营主
体）与股份合作社、村集体按照“334或
361”比例合股组建股份公司，采取保
底（240元-800元/亩）+分红利益联
结方式全域实施“三变”改革，发展笋
竹等产业1.87万亩，其中夜力坪村千
亩油菜基地就是“三变”改革的产业之
一。

通过全域“三变”改革，改善了乡
域内交通、水利等基础条件，整治了农
村人居环境，实现了产业水系配套的
全覆盖，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全乡“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有效盘活了1.2万亩长期撂荒
的土地、林地等资源，可提供就业岗位
4000余个，群众通过“土地入股保底
收益、群众务工收入、分红收入”等方
面户均增收可达1万元以上；村集体
通过“股权化改革、壮大村集体经济资
金入股和产业收益分红”方面年均增
收可达10万元以上。

三建乡
“三变”改革引领增收致富

东西扶贫协作硕果累累

肉牛养殖助农脱贫

三建乡绿春坝村花卉苗木基地

扶贫公路连通千家万户

本版文图由丰都县扶贫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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