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
必须守住的底线。

“居安思危，防重大风险于未
然，确保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才
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幸福感。”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方能和
谐。人民的幸福感来源于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机构改革后我市15个部门职
能整合而成的应急管理部门，面对
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以及应
急救援的繁重任务，新部门首要解
决的是从源头上明确最核心最本
质的问题，确立了权责清晰、关系
顺畅、行动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行政管理体
系，资源整合、强化基层、专常群结
合的救援力量体系，强化责任、规
范管理、加强协调的制度保障体
系。

今年重庆遭遇了历史罕见特
大洪灾，全市应对有序，特大洪水
来袭，坚守住了“零死亡”目标。

早在3月20日，重庆就根据部
署召开了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
议，分析研判今年汛期形势，并提
出：坚持抓早、抓小、抓短、抓紧的
防汛抗旱工作主基调，按照市委市
政府要求将重庆今年的防汛抗旱
措施提升一级、工作抢先一步。

4月上旬，市防办、市应急局联合规划自然
资源、水利、林业、气象等部门组成8个检查组，
由各部门分管负责人分别带队，对全市各区县
汛前准备工作进行拉网式综合检查。

汛情发生后，重庆构建的应急管理、组织、
人员、制度“四大体系”发挥出应有作用，带动全
市应急系统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其中的每个
成员犹如一个庞大中枢指挥下的神经末梢，各
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运行。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庆制定银行业保

险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专项方案，建立
不良处置月度监测机制，督导辖内机构真实暴
露信用风险，加大不良处置力度，信用卡不良治
理成效显著。主动摸排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关
业务进展情况，逐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开展房地产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工作，
持续监测居民杠杆率变动。同时，依托债委会
机制，严控重点企业债务风险。对暂时出现经
营困难的企业，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实现近期
解危、中期解困。

此外，我市统筹推进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积
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工作，努力夯实
社会稳定基础，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切实加
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工作，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接下来，我市将积极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强化

“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应急救援”，推进阳光信
访、法治信访、网上信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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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
存，尤其是渝东南和渝东北分别处在武陵
山、秦巴山连片特困区域，这些地区贫困面
广、贫困程度深，发展相对滞后，脱贫攻坚任
务十分艰巨。

今年，脱贫攻坚要啃下最后的“硬骨
头”，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历史罕见特大洪
水，重重挑战交织。

解非常之困，当用非常之策；啃下硬骨
头，必举全局之力。

重庆市委、市政府多次专题研究制定脱
贫攻坚方案制度，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重点问
题，根据脱贫攻坚的阶段性特点，陆续开展

“定点攻坚战”“百日大会战”“收官大决
战”。其中，落实“定点攻坚”项目资金23.25
亿元，实施项目1235个，在“百日大会战”
中，围绕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疫情影响化解
等方面，组织8.78万名干部，组建1.62万个
工作组，进村入户查漏补缺。9月以来，我市
聚焦责任落实、政策落地、脱贫质量、问题整
改、数据质量、圆满交卷等六个方面，逐项对
标交账，保持响鼓重槌。

今年以来，全市20万名扶贫干部下沉
到扶贫一线，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同时，
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本土人才库，形成一支

“不走的工作队”。5800个驻乡驻村工作
队、2.27万名驻村工作队员（含第一书记）、
20余万名结对帮扶干部扎根一线，把党旗
插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深入贫困户察实情、
寻良策，带领贫困群众共克难题、同奔小
康。

摧城拔寨阶段，更要变“大水漫灌”为“精
准滴灌”。一系列“加强版”“创新版”的举措

不断推出，很多“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易地搬迁挪穷窝——
在位于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贫困户杨世元曾经居

住在墙体破裂、漏雨漏风的狭小垛木房里。由于腿部残
疾不能干重活，杨世元只能靠养羊、种玉米勉强度日。得
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杨世元一家搬进270平方米的三层
小楼，不仅满足日常居住，还能将多余房间变成民宿，用
于经营农家乐。“旅游旺季，我一个星期的客房收入就有
三四千元，再也不受穷了。”

产业扶贫拔穷根——
12月25日一大早，巴南区界石镇金鹅村71岁的贫

困户江发祥已开始喂鸡、喂猪、喂兔子，老伴拄着拐杖在
旁边帮忙，老两口忙得不亦乐乎。重庆因地制宜发展扶
贫产业，强化造血功能，确保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
收门路。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扶贫特色产业1300余
万亩，创建市级以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1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11个、“一村一品”示范村242个。

民生保障兜底线——
脱贫攻坚绝不能留下“锅底”，不让一家一户一人

在小康路上掉队。我市将24.95万名扶贫对象纳入低
保保障，1.26万名扶贫对象纳入特困救助供养。2020
年，我市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496元，每年补助标准
较扶贫标准线高1952元。特别是今年4月以来，我市
连续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对农村困难群众累计发放临时价格补贴4.16亿
元。

截至目前，现行标准下全市累计动态识别的190.6
万建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303元，
年均增幅17.4%；全市农村公路里程超过15万公里，农
村贫困人口供水入户比例达99.7%，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到88%、自来水普及率达86%；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5.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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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必须攻坚克难。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关口。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三大攻坚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务必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全面小康

才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近年来，重庆坚定把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发展机遇，多措并举分类防范企业风险，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让蓝天成

为最亮底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经现场搜救排查获悉，南滨路一居民楼有孕妇被困，消防救援
队员立即乘橡皮艇前往救援。今年重庆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水。
（摄于8月19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巫山县清漂队工作人员在长江巫峡水域打捞漂浮物。（摄于
10月6日） 特约摄影 王忠虎/视觉重庆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村民正在整理农家乐客房的床铺。
（摄于10月29日）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达到97.6%，优于国家考核目标2.4个百分点

精准脱贫精准脱贫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重庆统筹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等工作，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和谐

截至12月27日，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1天

污染防治污染防治

全市18个贫困区县全部摘帽，1919个贫困村全部销号，现行标准下全市
累计动态识别的190.6万建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20年，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303元

190.6万

12303 元

331 天

100%

（资料由市扶贫办、市生态环境局等提供 制图/丁龙）

三大攻坚战 咬定目标打赢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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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或傍晚，九龙坡区彩云湖湿地公园随
处可见一群群白鹭，它们时而觅食、时而栖息、
时而嬉戏、时而翱翔天空，与碧水蓝天构成靓
丽的风景。

彩云湖原本是城市边缘的垃圾填埋场和
污水凼，堆满了生活、工业垃圾，也是各种污水
的汇聚地。经过多次分系统、分阶段的提档升
级，彩云湖从最初的污水凼变身为集湿地科普
教育、城市公园休憩健身功能为一体的休闲游
览景点，提升了城市宜居生活环境品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
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顺应群众对改
善环境质量的期待，重庆对全市污染防治工作
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不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我市成立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分年度制定蓝天保卫
战作战图，分解下达8大类70条2000多项工
程和措施，实施量化考核。同时，建立空气质
量、目标任务、重点项目、督导问题“四张清
单”，实施动态管理。截至12月27日，全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331天，“重庆蓝”正在成为市
民生活中的常态。

开展水源区环境综合整治。市生态环境
局专门组建重点流域监督指导组，全年累计组
织2000人次开展重点流域巡查检查，建立不
达标重点河流日分析、周评判、月调度工作机
制，每天分析自动站水质波动情况，每周结合
日常巡查评判流域水质变化趋势，每月调度流
域综合治理进展、评估流域整治成效，针对性
提出解决措施。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
优，支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质断面，48段城市
黑臭水体消除黑臭，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常年保持100%，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提升至97.6%，优于国家考核目标2.4个百分点。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如火如荼。我市建立了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将104块污染地块动
态更新至名录。同时，明确市级统一组织划分、区县进行边
界核实的工作机制，下达了各区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
严格管控具体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安全利用和严格管
控任务量的95%以上。

严把环境准入关。我市严格执行产业禁投清单，严控
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5公里”两条空间红线，
禁止在长江、嘉陵江、乌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布局新建重化
工、纸浆制造、印染等存在环境风险的项目，5公里范围内
坚决禁止新布局工业园区，从严审批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物
的新建和改扩建项目，严控新增污染物排放，严守生态安全
生命红线。

一系列重拳出击，让全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跳磴河呀笑开颜，陈年的

污水变清泉，流域两岸是大花园……”这是年过八旬的
九龙坡区居民张成远自己作词谱曲演唱的《跳磴河之
歌》。正如歌词所唱，曾经沦为黑臭水体的跳磴河九龙
坡段，在历经两年多综合整治后，沿河许多区域已成为
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的滨河公园。

梁平区新盛镇污水处理厂由于投用时间早，设计标准
低，已难以稳定达标排放，于2020年6月底完成了技改项
目，设计处理能力提升至每天1000立方米，处理工艺也变
更为A2O+深度化学处理，出水水质由一级B标提升至一
级A标，每天能为新盛河提供近千立方米的补水。

位于云阳县双龙镇文龙村的文龙生猪养殖场，通过粪
污集中处理、干湿分离等措施，让生态、养殖、种植实现了

“三赢”。“我在山上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了橙子、沃柑
树，养殖场的有机肥全都派上了用场。”养殖场老板刘昌建
告诉记者，现在环保措施做到位了，流经自家猪场的溪水都
是清亮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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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梁平区明达镇明达村四组，柚农在采摘柚子。（摄于10月29日）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