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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好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

瞿 河 乡 高 家 沟 村 围 绕 人 居 环

境整治工作探索了“三导、六自、九

机 制 ”的 工 作 模 式 ，通 过“ 政 府 引

导、部门指导、村委主导”解决“谁

来抓”的问题，通过“自动发起、自

愿申请、自筹资金、自我改造、自我

监督、自我管理”解决主体作用问

题，通过建立组织领导常设机制、

领导联系机制等九项机制，解决制

度化、常态化问题。图为该村道路

整治施工现场

（全媒体记者 刘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2019 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

之年。今年以来，洋溪镇从业务培

训、自查自纠、考核问责三个方面做

实做细强基础、提技能交叉大走访

活动。

该镇强化业务培训，提升技能

水平，对贫困村三职干部、驻村工作

队、驻村干部进行“交叉大走访”业

务培训，重点对村“一低五有”，贫

困户“一超六有”、户袋资料、村级

资料等业务知识进行了专题培训，

安排专人对四个贫困村现场进行脱

贫攻坚业务指导，提升工作队为民

服务工作技能。开展自查自纠，强

化整改实效，围绕村“一低五有”、

户“一超六有”等脱贫标准，开展大

走访前的自查自纠工作，第一书记

负总责，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挨家挨

户入户核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

理汇总，建立整改台账，制定整改措

施，逐户整改。整合纪委、扶贫办、

党政办工作人员组成三个督察组，

分片区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

访，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核抽查，

对在大走访工作中敷衍塞责弄虚作

假的问题，一经发现，对相关责任人

严肃问责。

本报讯（甘孝梅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6 月 13 日，太乙镇民政办

通过“扶持农村残疾人发展生产”项

目，对全镇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免

费发放肥料，并优先考虑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镇民政办为全镇生活能自理、

能从事简单劳作残疾人 88 人，每人

送上 80 斤的肥料 2 包，并鼓励他们

自强自立，乐观进取面对生活。

领到肥料的残疾人感到非常高

兴，他们对县残联实施的“扶持农村

残疾人发展生产”项目纷纷表示非

常支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今年以来，金华镇紧贴实际，创新贫

困户积分管理机制，积极推进扶贫

积分奖补活动，探索出一条脱贫致

富新路子。

据了解，该镇下发了《金华镇扶

贫积分奖补活动实施方案》，确定对

1295 户贫困户实行积分管理。贫困

户积分结构包含劳动类、教育类、道

德类、卫生类，涵盖“扶贫扶志”各

个方面。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选出评定小组对贫困户打分，积分

评定后进行公示。贫困户每年 7 月

10 日和 10 月 10 日前，可评积分到定

点超市进行兑换。各村选定群众来

往人流量较大、物品种类齐全的超

市作为积分定点兑换点，贫困户获

得的积分可以在这里免费兑换等值

的商品。同时为避免积分奖补变成

贫困户人人有份、户户均有的普惠

制福利，该镇对不遵纪守法，有不良

道德行为，违反《村规民约》的贫困

户进行教育、减分，加大对贫困户积

分的分差，刺激贫困户积极性。

洋溪镇做实做细“大走访”工作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太乙镇帮助残疾人辅助生产

免费为88名有生产能力者发放肥料

金华镇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全面推进扶贫积分奖补活动

本报讯（魏玉清 全 媒 体 记 者

罗明金）近段时间以来，射洪县大

榆镇将解决困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组织在辖

区范围内进行全面摸底，实地走访。

经前期走访调查摸底，该镇确

定 21 户住房困难户为此次住房安

全帮扶对象。镇村通过全覆盖走访

同村民一一对接，征求建房和维修

意愿。据了解，此次住房安全帮扶，

大榆镇决定通过以农户自筹、财政

补贴、社会捐赠、帮扶单位捐助等办

法，多渠道、多方式筹集建设资金。

资金整合后，按照县易地扶贫搬迁、

危房改造的建设标准进行合理安

排，确保资金使用科学合理。

大榆镇多渠道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

确保资金使用科学合理

今年以来，陈古镇将村产业联合

合作社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点，通

过建立“四跨界”模式，完善产业布

局，提高抗风险能力，初步实现合作

社实体化运作。截止目前，全镇 12
个村均建立了产业联合发展合作社，

巩固产业 3 个，新发展产业 6 个，为

全年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跨产业联合优化产业结构

陈古镇属典型丘陵山区，山高田

地土块小，耕作难度大，不适宜大规

模耕种作业。年初，该镇通过实地调

研、组织外出学习等方式，确定将蒲

公英、中药材、优质水果、柠檬、莲

藕、稻田鱼等作为产联社优先发展方

向，分村因地制宜的布局 3-5 个产

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千家

村，产联社不仅发展农业产业，还将

安全饮水作为产联合作社组成部分，

产联社管理供水站一座，辐射群众

400 余户；整合 5 万元，购置大功率旋

耕机、拖拉机各一台，开展有偿机械

化收种，做大做强了合作社，增加了

集体收入。

跨合作社联合抵御风险

该镇采取合作社+合作社模式发

展产业，风险共担，从过去“单兵作

战”转变到“联合取胜”。截止目前，

全镇 4 个村产联社与立根农业合作

社组成蒲公英产联合作社，建立蒲公

英核心示范基地 4 个，种植蒲公英

250 亩；全镇 3 个村联社与太阳湖公

司合作，打造优质核桃基地 4 个，种

植核桃 840 亩；千家村与农家富养猪

专业合作社联合种植中药材 60 亩；

店子村与鹤驰稻鱼专业合作社联合

发展稻田鱼 400 余亩；熊家祠村与德

鸿养兔专业合作社联合，年出栏肉兔

12000 余 只 ，共 赢 致 富 局 面 初 步 形

成。

跨群体联合共享发展

该镇积极探索贫困户、回乡创业

人员、大户和一般户分类入社办法，

根据不同群体不同条件制定入社章

程，灵活使用党员精准扶贫资金、产

业发展基金等，让贫困户带资金入

社，解决种子、整地等经费问题；动

员种植大户参与核心基地建设，合作

社先期垫付种子费用，有收益后收

回；鼓励回乡创业人员领办家庭农

场，通过家庭农场带动周边群众组团

入社；一般农户根据不同条件，由合

作社提供核桃、中药材等产业“菜

单”，供农户进行选择，实现合作社

社员覆盖村民率 90%以上。

跨组织合作多方共赢

该镇鼓励村“两委”、村产联社、

其他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共同参与产业发展，按出资比例分

红。在千家村，村“两委”出资整地，

村产联社出机器收割，立根农业出蒲

公英籽，农家富养猪专业合作社流转

土地，共同成立 50 亩蒲公英核心发

展基地，按出资比例进行分红，实现

四方有收益。村合作社将收割机具

承包给千家生态园，支持创建省级家

庭农场，发展经济果林 20 亩、养殖跑

山鸡 300 只、土猪 100 头、鱼 2 万余

尾，既发展了产业，集体经济也有了

收益。

(胡光文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陈古镇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四跨界”模式打造村产联社“升级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近

日，青岗镇在全镇开展“五步工作法”

开展农房建设安全质量“回头看”。

据了解，该镇根据近 2 年来农房

建设多、农村建筑工匠水平和建房户

经济实力参差不齐的实际，主要针对

通过危旧房改造、土坯房整治、易地

扶贫搬迁、地质灾害搬迁等政策实施

房屋改造的农户，开展以实施对象是

否精准、质量安全是否有问题、群众

是否满意为内容的“回头看”。

“五步工作法”即“一看二问三报

四改五诺”工作法。“一看”，即逐户查

看房屋是否有质量问题；“二问”，即询

问改造户是否满意建房质量；“三报”，

即在查看中发现问题立即登记造册上

报；“四改”，即针对存在问题镇上统一

组织对施工老板进行约谈，限定时间

按规范整改；“五诺”，即整改完成后由

改造户签订满意承诺书。

青岗镇“五步工作法”开展农房建设安全质量“回头看”

狠抓农房质量安全

本报讯（何旭 全媒体记者 贾
明高）今年以来，蒲公英作为我县

扶贫产业重点推介产品，先后在沱

牌镇、青堤乡、陈古镇、官升镇等贫

困村种植面积达 2000 余亩，产业惠

及贫困户近 400 人。

据了解，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

用植物，富含蒲公英醇、蒲公英素、

胆碱、有机酸、菊糖等多种健康营养

成分，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等特点，

近年来，市场需求量愈来愈大，收益

呈稳定增长趋势。贫困户通过以土

地和劳动力入股与企业签订蒲公英

“产联式”合作协议，建立了农户、

企业、村集体资本共投、风险共担、

效益共赢的利益联结模式，促使蒲

公英产业的有序发展和贫困户的持

续增收。

当前正是蒲公英收获季节，在

贫困村青堤乡黄村村和沱牌镇大舜

村，贫困户正忙着采收蒲公英鲜叶，

据初步估计，今年蒲公英可实现收

益 4000-5000 元 /亩，按照“产联式”

合作协议，贫困户可分取五成红利，

收益可观，产业带动脱贫增收效果

显著。

我县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2000亩蒲公英让400贫困群众增收

本报讯 （何俐潸 全 媒 体 记 者

罗明金） 5 月下旬以来，射洪县玉

太乡飞石沟村来了许多城里人，他

们纷纷进入村里的果园采摘桃子、

桑葚、李子等，人人满载而归。村

里的老百姓们看到满树的果实不

出村就卖成了钱，都说脱贫有了新

门道。

玉太乡飞石沟村是射洪贫困村

之一，虽山高沟夹，但距离射洪县城

仅 8 公里，近年又通过帮扶修通了

水泥路。2017 年，经玉太乡党委、政

府牵线，成功引进四川东泽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流转村民土地近 200 亩

建设果园和养猪场，形成了生态循

环产业链。该公司不仅以每亩 300
元租用了村民的二台土，还成立了

和信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围绕

果树种植等产业，积极推行“支部+
公司+种植大户”模式和“合作社+
贫困户”产业扶贫模式，种植了果

桑、雪花桃、脆李、五星大枇杷、沃

柑等，还有大片核桃树。果园优先

吸收贫困户入园务工，平时七八人，

最多时每天用工 20 多人。目前，首

期雪花桃、桑葚挂果成熟，就迎来了

城里人上山采摘。

据该园业主钟老板介绍，连续

10 多天来，每天都有人开车前来采

摘、照相、游玩，双休日人更多，桑

葚、桃子已经卖了 6 万多元，今年起

就可以给流转了土地的老百姓分

红。据了解，果园建设带来了业主

与贫困户双赢，如果 200 亩全部挂

果，每年仅此项就可以获得上百万

元的收入。

玉太乡贫困村果园吸引市民采摘

乡亲脱贫有了新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