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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五批学雷锋示范点和标兵公布

文龙街道双龙社区刘小林上榜

（上接1版）

刘川乾家住綦江城区，和其

他村干部一样，那段时间，他满脑

子都想着咋个就近买雷竹苗。去

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病急乱投

医”，试着用微信“摇一摇”功能，

搜索附近有没有人能跟雷竹扯上

关系。没想到还真让他“摇”出了

一个——在“摇”出的“附近的人”

中，有一个人的个性签名里有“雷

竹”相关信息！

喜出望外的刘川乾当即添加

此人为好友，一问才发现这人就

住在隔壁小区，便立刻约其见面。

这位被刘川乾“摇”出的网友

叫张长斌，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在

贵州省桐梓县发展雷竹产业多

年，平时住在綦江城区。交谈中，

刘川乾越听越来劲，当即动员他

去新石村看看。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便动身

了。

见新石村海拔高、坡地多，一

年四季云遮雾绕，自然环境正适

合雷竹生长，张长斌很是满意。

但此刻，他心里想的，只是卖种苗

给新石村，对村干部提出请他到

村里发展雷竹产业并不感兴趣。

“没关系，你慢慢考虑，我们

也想想怎么操作，能让大伙都受

益。”刘川亁说。

两头分别算“增收账”

张长斌考察结束后，新石村

的村干部当即四处动员村民们种

雷竹，可大伙态度不冷不热，主要

是对流转土地有疑虑。村民们普

遍认为村里发展产业跟自己关系

不大，还担心流转土地后业主“跑

路”，所以参与劲头不足。

怎么办？要让大家对发展产

业有信心，就得通过利益链接机

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村干部们

多次商讨后认为，可借机在村里

推行“三变”改革。

于是，他们一方面继续跟村

民们做工作，一方面动员张长斌

结合“三变”改革，采用“公司+基

地+农户”的方式，业主以资金入

股、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集体以资产入股，组建重庆雷竹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益按业主、

农户、集体6：3：1的比例进行分

配。

村干部算了两笔账——

对村民，账是这样算的：每亩

地流转费用每年大概300元。但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就不一样

了，雷竹3年达到盛产期后，每亩

至少能收3000斤，即使公司按照

2元一斤保底价收购，按30%给农

民分红，每亩地最少也能分红

1800 元，比种玉米、红苕划算得

多，村民平时还能在雷竹基地打

工赚钱。

对张长斌，账是这样算的：尽

管比起流转土地来，分红成本更

高。但一来可以聚集人心共同发

展，二来新石村距綦江乡村旅游

发达的郭扶镇高庙村只有 4 公

里，雷竹种植形成规模后，通过当

地政府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新

石村可借此发展乡村旅游提升产

业附加值。这样，一亩雷竹的产

出便不一样了。

账一算，起先只想卖种苗的

张长斌来劲了，开始规划在新石

村种雷竹，不少村民也打消了疑

虑。但仍有村民持保守态度，比

如八组的殷远强，怎么算账他都

不肯。他的想法很简单：村里从

没来过企业，他要见到实实在在

的票子，才肯相信这事真的可以

干。

“三变”改革拉开序幕

张长斌和大部分村民都有了

干劲，这事就好办了。

可之前东溪镇没有哪个村推

行过“三变”改革，到底如何操作，

大家都没经验。东溪镇相关领导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成立了以

镇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班子成

员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村第一书记为成员的“三变”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派工作组进

驻新石村。镇里还制定了《新石

村发展雷竹产业工作方案》，会同

林业、国土等部门对整村雷竹产

业进行了规划布局，把各级政策

支持引导到规划上，提升产业发

展的质量和后劲。

“一方面帮助他们发展雷竹

产业，一方面希望可以将新石村

打造成我们‘三变’改革试点样板

村。”该镇一负责人表示。

去年8月，新石村的雷竹基

地正式开工建设。新产业带来了

大量用工机会，80元一天的工资

在当地也不算低，但头一天上工，

无论村干部如何动员，只来了10

多人。

张长斌一打听，大家不肯来

的原因是怕业主拖欠工资。于

是，没过几天，他便给干活的人结

算了工资，每人还预付了 500

元。他自己还在村里租了房，安

了家，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村里

居住。去年重阳节和今年春节，

他还花钱买了村民的肥猪，请来

村里的老人和入股的村民吃刨猪

汤，现场发工资、谈产业发展……

张长斌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大

家的信任，村民们都争着来打工，

连隔壁村的村民都慕名前来。最

多的一天，在地里干活的人达到

200多人。就这样，短短三四个月

的时间，村里就栽种下了1300多

亩雷竹。怎么做工作都不肯入股

的殷远强也主动找到张长斌，将

自己的11亩地全部入了股。

八组的张少余一家四口都在

雷竹基地打工，一个月下来，仅打

工收入就有三四千元。贫困户殷

胜会两口子都在这里打工，一个

月下来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两个

孩子读书不再发愁了。

截至目前，该村共有 207 家

农户以土地入股，其中包括9户

贫困户。

一开始只想卖种苗的张长斌

也信心十足：“只要路修好了，有

了产业，不怕乡村旅游发展不起

来。”据了解，今年新石村到高庙

村的道路硬化已纳入该区农村公

路建设规划。

“雷竹产业投产后，预计带动

新石村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有

望实现整村稳定脱贫。”新石村第

一书记王浩说，这场由雷竹产业

引发的“三变”改革，带来的变化

有三个：一是村民增收；二是农村

面貌变了，新石村不再荒凉冷清，

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三是

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变了，村干部

主动作为热情高了，村民们也不

再单打独斗，心被紧紧地聚集在

了一起，比如：由于基地修田间便

道要占六组村民的土地，六组村

民就约定，不管因发展产业占了

谁家的地，全组人都按人头平均

分摊，不会斤斤计较。

手机“摇”出来的“三变”改革

当前，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正积极深入贫困地区蹲

点调研，访深贫、促整改、督攻坚，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向贫困全面

发起总攻。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一目标，

时间紧、任务重，等不得、拖不得。要高质量完成整改

任务，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责任落实到位、落实到人，

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立行立改，真正把脱贫攻坚的责

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引着行动的方向。抓巡视

整改、纵深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如果在思想上“无责”，

往往就容易放松自我要求，导致行动上“失责”。每一

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都要在思想上切

实让责任任务入脑入心、刻骨铭心，时刻牢记自己应

尽的职责使命和行动初心，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脱贫攻坚的责任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

要扛到肩上，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具体来说，就

是要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层层压实

党政领导责任，切实加强纪委监委监督职责，全面落

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真正把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再压

实、再严格、再强化。全市上下要时刻绷紧脱贫攻坚

这根弦，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把相关

责任履行好、履行到位，真正把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

上，众志成城、合力攻坚，带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

奔小康。

短评》》

把责任扛在肩上
程正龙

本报讯（记者 张静）日前，重

庆第五批岗位学雷锋示范点和岗

位学雷锋标兵公布，全市 30 人上

榜，文龙街道双龙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小林位列其中。

在参与社区工作的 6 年时间

里，刘小林立足岗位，服务社会，不

断发展壮大志愿者服务队伍，大力

弘扬雷锋精神，广泛传播志愿服务

理念，开展了义诊义剪、包汤圆、趣

味包粽子等一系列贴近居民生活

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冬日针爱”

志愿服务行动中，她为打通镇大罗

村的孩子们送去了她和社区巾帼

志愿者一起编制的 118 条爱心围

巾。

据了解，此次命名的第五批重

庆市岗位学雷锋示范点和岗位学

雷锋标兵均来自社区、企业、学校、

机关、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覆盖

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

是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的先进典

型，是雷锋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近日，三江街道照贵村，村民正加紧修建生产便道。据悉，三江街道照贵村是远近

闻名的樱桃之乡，为通畅交通“毛细血管”，该村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今年樱桃采

摘季做准备。 记者 陈星宇 摄早春修路忙

本报讯（通讯员 罗娅）近日，

笔者从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获悉，

我区 2019 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

报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只要企业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就可以申请稳岗补贴：一是依

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上年

度失业保险费；二是上年度未裁员

或裁员率低于该年度重庆市城镇

登记失业率。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将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补

贴。

稳岗补贴主要用于职工生活

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

技能提升培训等方面，通过补贴减

轻企业负担，稳定企业职工队伍，

帮助企业健康平稳发展。据统计，

稳岗补贴工作自2015年以来，我区

已有695家企业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稳岗补贴资金

同一企业每年只能申报一次，今年

申报的截止时间为12月31日。如

有疑问，可拨打电话 48628253，或

87260818咨询。

2019年稳岗补贴开始申报

本报讯（通讯员 李瑶）近日，安

稳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检查联合执

法行动，严查严处违法违规驾驶行

为，切实加强辖区内道路管控。

“您好，请您把车停一下，请配合

我们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仔细查

看过往车辆情况，驾驶人员相关证件

是否齐全，并向驾乘人员宣传交通安

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出行意识。

同时，该镇充分发挥辖区内劝导

站作用，对过往车辆及驾驶员进行安

全劝导，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

安稳镇：

加强安全监管 确保交通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瑜）日前，重

庆市人民政府网公布第三批重庆市

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03处，綦江两

处文物保护单位榜上有名。

本次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涉

及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等6 个类别。其中綦江入选的

两处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位于古

南街道文昌宫社区的中共綦江支部

旧址和永新镇伏牛村的李世璋旧

居。

据介绍，包括本次入选的两处

文物单位在内，截至目前，綦江共有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14个点。

我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9处

据2月26日《重庆日报》

“我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每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呢。”近日，打通镇向

阳村贫困户胡世友在清理公路边杂草垃圾时感叹道。据悉，去年以来，打

通镇积极探索，已发展105个公益岗位吸纳建卡贫困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体

就业。

记者 孙振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