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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脱贫攻坚有关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全市“千名委员千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活动安排，10 月 24
至 25 日，市政协“千名委员千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推进现场会在蓬溪召开，通过走现场见证脱贫一线的喜人变化，通过交流总
结全市“双千”活动的经验做法。本期“遂宁政协”聚焦此次“双千”工作推进现场会，全面呈现全市广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积极
履职，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这一“头等大事”的谋划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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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多功能室、电子阅览室、图书

室、卫生室，村级活动阵地设施完善，极有文

化气息。”在中河咀村，与会人员参观了村委

会。中河咀村是蓬溪县政协机关与市审计

局结对帮扶的贫困村，早在 2015 年，在帮扶

单位的支持下，建成了村级活动阵地 120
㎡。如今，全村已脱贫摘帽。

“请各位向左侧看，不远处就是村里的

产业项目，是我们的郭家辉委员依托昊辉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帮扶发展的产业。”在村委

会旁，解说员指着远处的山地、田园，为与会

人员详细介绍：青见种植基地、麻鸭养殖场、

香桂园，各类产业依次排开，几乎望不到边

际。

在众人的推举下，郭家辉临时当起了解

说员。他介绍说，公司采取“企业＋基地＋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由村支部牵头，公司负

责主要生产和经营，建立生态基地，贫困户

入股分红，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共吸纳了

214 名贫困人口入股分红，日常还提供就业岗

位 30 余个。如今，郭家辉成了中河咀村的致

富带头人，村民都翘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沿着村委会下斜坡，大家来到“年年有

鱼”委员脱贫攻坚产业示范点。解说员介

绍说，曾经此处是撂荒的水田，如今是村

里 党 员 精 准 扶 贫 示 范 项 目 。 整 个 项 目 共

50 余亩，由昊辉农业负责生产和经营，贫

困党员参与项目建设，贫困户入股分红。

如今该项目每年带动贫困户人均增收 300
元。

10 月 25 日下午，在市政协“千名委员千

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推进现场会上，各

县（区）政协及部分政协委员作了精彩发言，

全面展现了全市各县（区）政协、各参加单位

及广大政协委员全力投入脱贫攻坚主战场，

发挥自身优势，做实事、求实效，用心用情书

写政协人助力脱贫攻坚新篇章。现将五个县

（区）政协精彩交流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船山区政协：

自全市政协系统启动“双千”活动以来，

船山区政协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将“双

千”活动作为政协工作“头等大事”和“总抓

手”，全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突出履职重点，丰富活动载体，聚焦聚力，强

力推进。目前，全区 233 名政协委员参与脱

贫攻坚达 100％，共涉及 32 个贫困村，369 户

贫困户；各界别委员协调帮扶资金 600 余万

元，帮助 14 个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维

修办公场所 6 个，发展产业项目 38 个，为群众

做好事实事 550 余件。2017 年，政协机关联系

贫困村实现全村脱贫。

安居区政协：

近年来，安居区政协以机关定点帮扶的

大安乡凉水村为重点，统筹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聚焦重点、整合力量、以点带面，深入推

进“双千”工作，取得了新成效。截止目前，委

员及委员企业投入自有资金 1440 万元，其他

资金 11206 万元，发展经果林、蔬菜、田藕、中

药材种植等，惠及农户 13335 户，其中贫困户

3114 户、8589 人。开展义诊、慰问、救助等 900

余次，投入慰问资金 15 万元，其他资金 16 万

元，惠及贫困户 1253 户、1760 人。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民生改善方面委员认真作为，投入自

有资金 1380 万元，其他资金 5790 万元。

射洪县政协：

今年以来，射洪县政协聚焦年度脱贫任

务，大力推进“界别帮村、委员帮户”活动，19

个界别结对帮扶 9 个贫困村，委员结对帮扶

431 户贫困户，积极扶贫济困、捐资助学、发展

产业、促进就业，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助

推脱贫攻坚扎实有效开展。截止目前，全县

41 个贫困村均有委员发展产业，实现了村中

有产业，贫困户有增收。广大委员已累计实

施就业扶贫 19 件次、教育扶贫 74 件次、医疗

扶 贫 49 件 次 、科 技 扶 贫 32 件 次 、受 益 群 众

5800 余人次，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能力。

蓬溪县政协：

近年来，蓬溪县政协始终坚持以“双千”

活动为载体，紧盯全县 83 个贫困村、23850 户

贫困户、51769 名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牢牢把

准攻坚重点，下足“绣花”功夫，“精准”发カ，

助力我县顺利通过 2017 年脱贫攻坚省检、国

检、国督，获评“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区县”。截

止目前，政协机关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 123

人，深入帮扶贫困户 600 余次，全县 209 名政

协委员帮扶涉及贫困村 52 个，非贫困村 100

个，帮扶贫困户 1616 户，协调各类帮扶资金

3218 万元。

大英县政协：

今年以来，大英县政协继续组织带领广

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通过

多种形式搭建平台，提供载体，把政协委员的

力量有效激活起来，深度聚焦产业扶贫、教育

扶贫等重点领域，组织动员全县政协各参加

单位、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发挥作用，全力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县政协各参加单位及全体

政协委员为贫困村、贫困户办实事 360 余件

次，协调项目资金 3899 万元，在全县 45 个贫

困村和 12 个非贫困村中共实施产业帮扶项

目 15 个，通过以购代扶等多种方式，帮助销

售农特产品价值近 300 万元。

“千名委员千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召开

深入推进“双千”活动 政协委员在一线

市政协委员、第四批援藏干部胡勇明：
作为一名基层政协委员，我认真贯彻市

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投身精准扶贫，见证

援助征程，实践脱贫攻坚，既是感恩情怀，履

行委员责任，又是党委政府的助手，为群众

传递“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正能量，助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奉献委员カ量。

安居区政协委员李小平：
“治贫”必先“治愚”，大力发展贫困村文

化事业，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

术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

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来自文

广系统的政协委员，我主动作为，努力当好

脱贫攻坚的宣传员、践行者和带头人，为脱

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射洪县政协委员杨涛：
射洪金柠农业公司创立于 2007 年，是一

家以柠檬产品的为主打的科技创新型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我积极响应市县政协号召，投身“双千”“双

帮”“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工作。

蓬溪县政协委员唐学坦：
作为政协委员，我将在省市县政协的悉

心指导下，认真履行委员社会责任，更加积

极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结合自身的工作

实际，努力践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多渠道多

措施收集民意、反应民情、解决民困，争做一

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合格而优秀的政协委

员！

大英县政协委员潘晓飞：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倍感荣耀，也深

感责任重大。时刻告诚自己要牢固树立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艰苦创业过程中始终不

忘反哺社会，特别是积极响应并参与党和政

府的号召，为社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明月镇中河咀村
委员助脱贫 村民竖起大拇指

从中河咀村出来，经过约 30 分钟的车

程，与会人员来到此次参观的第二站：宝

梵镇宝梵村。

沿着柑橘林掩映的水泥路入村，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琉璃瓦白墙的易地扶贫集

中安置点。

“这是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共有 17
户 37 人。”跟随着讲解员，与会人员参观

了该集中安置点。各家房前门前都有一

块小菜园，里面种着萝卜、白菜、香菜等，

让安置点更添生机。讲解员介绍说，这是

村里的唯一一处聚居点，建有 80 平方米卫

生室、50 平方米文化室，基础设施完善，安

全饮水实现全覆盖、生活用电实现户户

通，居民生产生活均十分便利。

紧挨着安置点，就是村委会，村委会

外的几块展板展示着全村脱贫攻坚开展

工作：计划 2018 年脱贫摘帽、引回成功人

士成立合作社种植柑橘 600 亩、购置旋耕

机出租等实现村集体收入 3.5 万元、成立

仙画种植合作社种植构树、发展养鱼 63 亩

助农增收 12 万元……多元化产业发展，充

分展现了宝梵村今年脱贫摘帽的决心和

底气。

此时，恰逢贫困户张前军回家，眼见

与会人员正参观走访，他热情地和委员们

打招呼，还邀请大家进屋坐坐，让委员们

倍感亲切。

宝梵镇宝梵村
多元化产业 成就村民脱贫梦现场二

随着梅垭村村口的彩旗指引，与会人

员来到了此次参观的第三站：东雨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我们是采用‘网红经济+粉丝效益’

的新媒体运营模式，通过‘共享农业’发

展农业经济的。”在参观现场，冬雨农业

负责人、90 后政协委员李佳颖的网络用

语式的开场白，迅速吸引了与会人员的

注意。她说，与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不同，

冬雨农业致力于“共享农业”，采用“生

产基地 + 中央厨房 + 餐饮门店”的产销模

式，打造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附

加值。

在产品展示台，展示着冬雨农业的主

打产品：暴走鸡、生态米、稻田虾、方便米

饭、懒人米……李佳颖说，通过冬雨农业

的生态农业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商

运营，村里的生态农产品直接到消费者手

中，充分保证产品品质。

“冬雨农业，不仅仅是给村民租地收

入，还有多次分红。”她介绍说，仅仅是今

年，公司就以流转土地方式带动 842 户农

户增收 126 余万元；以订单生产方式带动

农户种植杂柑 350 亩，虾稻共作 2600 亩，

实现二次分红达 28 万元，农民人均增收

520 元；解决周围 86 名人员在基地就业，

带动农户增收。此外还积极为孤寡老人、

贫困农户、残障农户等捐赠生活所需物

资。

“运用现代化的经营模式、理念发展

现代农业，很好，值得点赞！”大家纷纷为

冬雨农业的发展新模式点赞。

文井镇梅垭村
创意农业 多次分红助增收

昔日贫困村
今朝换新貌

10 月 25 日上午，参加市政协“千

名委员千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推进现场会的人员参观了蓬溪县明

月镇中河咀村、宝梵镇宝梵村、文井

镇梅垭村，实地感受了在市县政协组

织及政协委员的帮扶下，三个贫困村

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村级活

动阵地建设、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等方

面的可喜变化。

精彩集锦

参观东雨农业产品

“年年有余”党员精准扶贫示范项目

现场三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