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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一份历史“答
卷”，考题的核心是“两个确
保”：确保现行标准下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确保所有贫困县
脱贫摘帽。

去年4月，奉节县135个
贫困村销号，其贫困人口从
2014年底的3.4万户12.4万
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0.1万
户0.3万人，贫困发生率则由
2014年底的13.5%降至2019
年底的0.36%，正式宣布退出
国家贫困县，甩掉戴了33年
的贫困县“帽子”。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对
这个刚摘帽一年多的贫困县
而言，建立完善长效机制、防
止返贫致贫无疑是崭新课题。

近年来，奉节积极探索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采取针对性措施，巩固脱贫成
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瞄准重点对象
建立机制防返贫

当前，无论是未脱贫户，还是脱
贫边缘户，都是贫困的坚中之坚。防
止返贫，首先要盯紧重点对象。

“刚脱贫的群众，其脱贫根基并
不牢靠，有时候一场病、一场灾甚至
是一场雨，就可能让他们返贫。”奉节
县扶贫办负责人说。

鹤峰乡柳池村贫困户胡忠发对
此深有感触。几年前，老胡依靠种植
脐橙摘掉了贫困帽，一家人的日子终
于走上正轨。不想天有不测风云，
2018年胡忠发的妻子患上了严重疾
病，才有起色的家里骤然间面临着返
贫风险。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挣钱。”正
在念初中的女儿胡婷婷一句话吓坏
了老师和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田
维海赶紧上门劝说：“你妈妈的医疗
费能报销，家里只用出10%，你继续
读高中，也能减免学杂费呢。”胡婷婷
抬起泪眼，又背起了书包。

精准脱贫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临时救助资金……扶贫干部们不仅
想办法，而且帮着跑。由于及时发现
并帮扶到位，老胡妻子的高额医疗费
用没有拖垮这一家。

“这说明只要及时预警、尽早帮
扶，就能有效防止返贫。”其定点帮扶
村干部胡克明深有感触。

防返贫，奉节县未雨绸缪。几年
前，红土乡降龙村率先设立“脱贫监
测点”，随机抽取田培林等10户已脱
贫对象作为脱贫成效定点监测对
象。今年以来，他们又按照全市统一
要求，建立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
机制。

具体而言，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国家扶贫标准1.5倍左右的家庭，“两
不愁三保障”任意一项动态出现问题
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支出
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幅缩
减的家庭都将被纳入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因突发疾病、灾害等引
起刚性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和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2倍，也就是人
均纯收入4800元或“两不愁三保障”
任意一项出现问题，存在较大返（致）
贫风险，将启动红色预警。

如何帮扶？
一是为2394名边缘易致贫人员

购买230元/人精准防贫保险，主要
包括小额意外、大病补充、农房等险
种，全方位建立预防返贫风险防火
墙。

二是为326名边缘易致贫“零就
业”家庭人员落实扶贫公益性岗位，

实现过渡性安置，向499户有劳动能
力和有产业发展意愿脱贫不稳定对
象落实每户2000元以内产业奖扶资
金。

三是重点对因重病、重残缺乏劳
动力家庭，长期刚性支出过大，短期
内又无法自救家庭，通过乡镇排查、
审核、公示等程序，将34名重点监测
对象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有了完善的监测预警网络，防
贫工作可以早发现、早预警、早帮
扶。”奉节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措施精准发力
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防止返贫、致贫，根本上要提升
贫困群众自主发展能力，确保他们能
持续稳定增收。

“在家门口就业，比起去外地打
工节省了不少路费及房租成本。”在
甲高镇寨沟村就业扶贫车间——欧
耀服饰有限公司，村民涂大美正在机
器上作业。

涂大美一家4口人，两个儿子都
在读书，家中生活来源基本靠丈夫在
广东深圳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涂大美想过出去打工，可没啥技术，
找工作频频碰壁。家门口的扶贫车
间给她送来了“福音”，经过简单培训
后涂大美顺利上岗，“算下来日均可
挣9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平均能有

2700余元的工资。”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村里

建有扶贫车间，也帮着组织外出务
工，多种就业渠道，让大家靠劳动稳
固脱贫。”甲高镇社保中心主任韩毅
说。

与扶贫车间相适应的是，奉节采
取多种就业帮扶手段，从劳动技能培
训到劳务扶贫协作再到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等，为有返贫风险的群众织牢
了就业网络。

同时，长短相结合。“脱贫攻坚，
短期靠就业，长期靠产业。”奉节县扶
贫办有关人员介绍，在利益联结机制
上，探索订单合同型、服务协作型、流
转聘用型、股份合作型、资产返租型
5种联结方式，全方位按需带动贫困
户发展产业。

“每亩土地每年流转费是 600
元，一次性给了我们10年。”在村里
巨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务工的平安
乡天台村村民胡后然说，自己现在有
两份收入，一是前面所说的土地租
金，二是在养殖场务工所得，每天
150元，平均每个月做20天，“收入
快赶上城里人了。”

油茶是五马镇的特色主导产业
之一，发展油茶1.6万亩，利益联结贫
困户1019户 3000余人，带动农户
6052户2.9万人增收致富。特别是
位居油茶基地核心片的樟木村，
4000余亩油茶中就有2000亩用于
股权化改革，村集体和农户连续5年

固定分红7%，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共
同增收。

“油茶产量随着油茶树生长而增
高，因此油茶的收益比农作物高多
了，何况公司还提供技术和收购，一
点都不担心管护和销路。”说起收益，
樟木村贫困户熊诗青乐了。

资料显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奉节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116万
亩，覆盖了 100%的贫困村和贫困
户，其中脐橙、油茶、油橄榄等产业已
成为带动群众长效增收的“中流砥
柱”。

摘帽不摘责任
保持脱贫政策稳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就必须保持
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奉节坚持摘帽
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
监管，抓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

帮扶力量不减。“看到干部上门
来，我放心了。”康乐镇土坎村七社村
民李宝顺高兴地说，“这两年的日子
越过越好，离不开干部们的帮助。”脱
贫摘帽之后，奉节县继续落实“四不
摘”要求，1.96万名干部职工循环往
复走访，对2105个网格中的农户进
行定期核查、动态监测，每两个月全
覆盖走访“打卡”一次，持续跟踪已脱
贫户的基本情况。

帮 扶 标 准 不 变 。 奉 节 坚 持
“1486”扶贫工作体系，标准不降、力度
不减、队伍不散，精准梳理102项到镇
到村到户到人政策，实现未脱贫人口
3046人“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动态清
零、收入稳定达标，完善学前至高等教
育全覆盖资助体系，摸排“基本医疗有
保障”风险源数据1043条，走好脱贫
摘帽“最后一公里”。

帮扶干劲不松。压实工作责任，
“月月有观摩，季季有比武”；对市级
1个乡镇和5个村、县级3个乡镇20
个村，以及24个乡镇31个村2186
户四类户实行定点攻坚；严格督查考
核，实行“一月一通报、季度一排名、
年度一考核”，纳入年度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和党委政府专项述职重要内
容。

激发内生动力。从思想引领上，
宣讲“两回两讲两解”200余场次、新时
代文明实践500余场次、脱贫攻坚407
场次、梦想课堂活动10场次；成立39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银行，创建40
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市级示范村、
1000户美丽庭院。

此外，重点关注边缘户、监测户、
特困户，精准织密政策保障网，确保
政策有机过渡、保障有机衔接，避免
出现“断崖式”落差，把脱贫攻坚期间
培育的产业管起来，做好加工、销售
等后续工作，打造稳定的基层工作队
伍，同时把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好经
验好办法变成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我们将继续保持流血流泪不留
憾、任劳任怨不认输的精神状态，按
照‘机关只留一人,干部共赴一线’的
要求，保持攻坚态势，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平安乡
依靠产业走上脱贫路

作为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近年来平安乡大力推进产业扶
贫，按照“1个乡村旅游业+3个特色
种植业+3个特色养殖业”的产业发
展思路，发展以高山蔬菜、豆腐柴、
中药材、脆李为主的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目前已培育晚熟脆李11694
亩、高山蔬菜 11000 亩、豆腐柴
10430亩、中药材13000亩，发展生
猪、山羊、肉牛、禽类4万头，“一村一
品、一户一业”格局全面形成。

另外，经营主体也“枝繁叶茂”，
内培外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96家，
以“公司+基地+贫困户”“订单农
业+贫困户”等模式联结发展，带动
30%的贫困户回流创业就业，促进
土地集中流转率达到31.2%、撂荒率
降至 2.31%，亩产值从 800元升到
1500元，实现村村有企业带动、户户
有利益联结。

融合发展“接二连三”。突出文
旅、农旅融合，高标准打造川东游击
队小镇、文昌田园、浪漫天台等景区
景点，发展“三峡原乡”系列农家乐
26家；建设中药材、泡菜等扶贫车间
9个，推出“平安有礼”农特产品品
牌，培育“葱花儿”等本土网红直播
带货，让好产品变成好品牌、卖出好
价钱。

未来，平安乡将继续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补
短板、优长板、树样板，持续推进
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半城山水半城橘，奉节脐橙助农增收 摄／田军

大树镇关山村特困人员危房改造联建点

安坪镇扶贫车间保障群众家门口就业安坪镇扶贫车间保障群众家门口就业

平安乡文昌村改善人居环境示范片

平安乡万寿菊产业

甲高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
村经济发展 摄/王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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