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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永无止境，有路方能振
兴。”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
投集团怒江美丽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马健经过长期实地调研，把

《关于加大西部山区农村公路提升改
造投入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他
认为，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让农
民共同富裕起来，就必须进一步提升
改造现有农村路网。

经过党的十八大尤其是脱贫攻
坚以来的快速发展，云南农村交通基
础设施大为改善，农村地区内部三级
公路连通乡（镇），硬化道路走村入
户，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上车；外

部实现绝大多数县份通高速公路，一
些县份还通高铁和动车，人流、物流
更加畅通。但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
推进，部分地区农村公路存在的问题
逐渐凸显出来，如坡度陡、路面窄、急
转弯多、养护维护难等，这成为农村
地区群众、货物“走出去”，促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瓶颈之一。

完善农村路网，提升农村地区交

通水平势在必行。1月31日，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农村“硬件”过
硬、“软件”跟上，这对于提升改善农
村路网具有指导意义。所谓“硬件”
过硬，笔者理解就是实现从“有”到

“优”的转变，即对现有农村公路进行
改造，加宽路面，防护边坡，改造危
桥，确保进村入寨的路网安全畅通；

“软件”跟上，就是要加强管理维护，

提升路面监测修缮的及时性、有效
性，这方面可以创新机制，招聘农民
群众担任护路员，进行日常维护和开
展问题上报等工作。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关系重大，这不仅是相关部门的责
任，广大农村群众也应提升认识，自
觉参与管理维护工作，为农村公路安
全畅通和乡村振兴尽一份力。

以路网提质促乡村振兴
杨艳辉

本报讯（记者 单 虹）3月17日，市
委书记苏永忠在昭阳城区实地调研昭
通中心城市规划建设情况，进一步明确
思路、措施，推进做好“城”这篇文章。

位于昭通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的
昭通规划馆，集中展示着昭通人文历
史、自然风光的独特魅力和城市发
展、城市规划建设等成果。苏永忠一
行来到规划馆，全面参观馆内展示、
布局，详细了解昭通历史沿革、历史
文化、交通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等情
况。苏永忠指出，规划馆是展示昭通

城市整体形象的平台，是“城市会客
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有关脱贫攻
坚工作历程，以及以苹果、天麻、花
椒、竹子等为重点的第一产业和以三
大水电站、硅、铝、磷为重点的工业，
综合交通等内容，不断提升功能，提
高科技化水平，真正打造高标准、高
水平的规划馆。

随后，苏永忠一行来到昭通会议
会展中心，认真听取昭通中心城区规
划建设、文体产业片区规划及“三馆
一中心”规划建设等方面情况汇报，

并走进会议会展中心大厅，实地了解
会议会展中心功能、布局等情况后，
苏永忠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科学系统谋划，不断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科学合理布局业态，
不断提升城市品位。

“规划全部做出来，一次到位，要
做什么？怎么建？”……现存的昭通
古城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来到辕门口广场，熙熙攘攘
的人群让古城显得十分热闹。苏永
忠一行沿着陡街、姜亮夫故居、过街

楼、云兴街、抚镇门、北正街、挑水巷
等街区，一路步行，边走边听、边听边
看、边看边问，听古城“故事”、看历史
遗迹，详细了解昭通古城保护利用开
发情况。苏永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强化规划引领，
科学有序做好古建、文物修缮保护等
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韵味。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市委
副书记罗永斌，陶毅、王东锋、马洪
旗、毛玖明参加全程或部分调研。

苏永忠在昭阳区调研时强调

扎实抓好昭通中心城市规划建设 全力做好“城”这篇文章

◆通讯员 李启宏 刘相云 文/图

阳春三月，花开时节。在威信县
双河苗族彝族乡偏岩村杉木坪村民小
组山葵种植示范基地，山葵迎来了采
摘期。

连日来，在基地就近务工的村民
忙着采摘、运送、装筐，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

段定会和易良芬是杉木坪村民
小组村民，因为要照顾家庭和年龄稍
长等原因只能长期在家务农。山葵
种植示范基地建在杉木坪后，段定会
和易良芬利用闲暇时间在基地做起
了零工。

“我们主要做的是除草、栽苗、施
肥、起垄、打桩这些活，每个月大约有
3000 元的工资。”长期在基地务工的
段定会一边择叶一边说。

“孩子们现在出门打工也不好找
工作，孙子读书也需要钱，我自己现

在还有能力，这儿离家也近，就来做
点零工，给年轻人减轻点负担。”正在
一旁采摘山葵的易良芬接过话茬高
兴地说。

2022 年以来，威信县委、县政府
紧扣“三个示范区”科学定位、“四个走
前列”部署要求，聚焦精彩书写“五张
时代答卷”，深入实施“1+N”高原特色

产业发展战略，依托区域地理气候、土
壤等优势，引进国内山葵加工龙头企
业——大连金葵集团，在偏岩村杉木
坪建立 1个占地 500亩的标准化山葵
种植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全县山葵产
业发展。

同时，威信县积极引导企业建立
“双绑”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积极引导农户参与
发展山葵产业，鼓励以资金、土地、劳
动力等作为股本加入合作社，助力群
众增收，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民。

目前，全县山葵产业通过“双绑”
利益联结机制已覆盖农户1423户，含
低收入家庭 216 户，有力带动了威信
县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我们最早种植的这30亩山葵能
采摘 3 吨左右，预计产值 5 万余元。”
金葵农业（云南）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瑞云说。

3 月 18 日上午，2023 年昭通市职工
足球赛昭阳区选拔赛在元宝山体育场
举行，获胜代表队将参加全市职工足
球赛。 记者 张广玉 摄

3月18日，市直单位2023年职工体育系列活
动之篮球赛开赛。该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的体
育文化生活，展现务实进取、奋勇争先的良好精
神风貌。 记者 张广玉 摄

威信：春暖山葵花开早 田间地头采摘忙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建立健全转移就业信息动态跟踪网格管理服务机制，
广泛开展县、乡、村干部送岗到户活动，持续深化东西部和
沪滇劳务协作、促进需求和岗位“两端”精准匹配……近年
来，镇雄县始终按照有组织、有服务、有技术、有品牌的工
作思路，坚持网格化摸底、精准化对接，组织化输出、品牌
化带动，多元化拓岗、人性化服务“六化”措施，以组织化
输出为根本、市场化培训为抓手、精细化服务为保障，多
措并举打好劳务输出“组合拳”，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
充分就业，千方百计稳住群众“钱袋子”。

网格化摸底 精准化对接
“我在上海市松江区鹰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班，月

工资7500元以上。”电话中，镇雄县牛场镇沙沟村村民田
福国开心地说。年前，村干部到田福国家里征求就业意
向，夫妻俩决定到上海试试。“镇雄到上海来回全程坐高
铁，几个小时就到了，方便得很。”

镇雄县有171万人，农村劳动力为79.06万人，其中，
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为 69.79 万人。2022 年，全县劳务
收入246.19亿元。

镇雄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前，镇雄县
利用转移就业信息动态跟踪网格管理平台，动态跟踪准
确掌握全县劳动力就业规模、就业地点、从事工种、技能
水平、务工时长、务工收入等情况，全方位为务工群众做
好就业规划和岗位匹配，对年收入 1万元以下的劳动力
家庭落实“一对一”就业帮扶，为返岗作好准备。

镇雄县还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和沪滇劳务协作
机制，结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人力资源分布区域差
异、工薪差异等实际，发挥在浙江永康、上海松江、广东清
溪、安徽湾沚、云南昆明等地组建的5个劳务输出工作站
和44个在外党支部前沿阵地作用，收集了一批工资待遇
高、务工环境好、食宿条件优的劳动密集型优质企业用工
岗位信息，形成岗位供给清单，做到就业需求与用工市场
精准对接。

组织化输出 品牌化带动
“以前觉得路上坐车、转车麻烦，又怕过完年出去不

好找工作，所以没有回家过年。现在好了，车票不用买，
工作也不用找，到了就有班上，心里踏实得很。”对于已经
第三次乘坐返岗专列的赤水源镇村民王传先来说，“一站
式”暖心服务让他每年都能够安心回家过年。

今年春节期间，镇雄县返乡过年的务工人员超过25
万人，是近年来返乡过节人数最多的一年。围绕春节后
外出务工人员返岗怎么走的问题，镇雄县采取“政府送、
支部引、企业接、中介输、能人带、亲友帮”的模式，通过

“点对点”“一站式”输送，全力保障务工群众及时安全顺
利返岗。

为确保务工人员实现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无缝
衔接，镇雄县每年都通过定制高铁专列、包飞机、包客
运大巴及私家车组团等方式，有组织成建制输出。同
时，每年筹措 1000 万元资金，为脱贫劳动力（含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对象”）
统一垫付车费。

多年来，镇雄县紧扣省外发达地区人力资源需求，综
合分析行业工种、从业规模、技能水平等因素，通过在家
门口培训、送培训到工地、“百日行动”等方式，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集中力量培育“镇雄五金工”

“镇雄缝纫工”等系列劳务品牌。据统计，目前，全县共培
训水电工、五金工、钳工、缝纫工等2.7万人次，技能型从业
人员已达12万余人，占全县外出务工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多元化拓岗 人性化服务
近年来，镇雄县开启劳动力由“向外输”向“往回引”

尝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
镇雄县紧紧抓住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在全县 3个易

地搬迁万人安置点周边、高速公路沿线等布局纺织服装、
粮油物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园区，引进浙江蓝
贝、潮州宝涛服装、上海永润考拉鞋服等企业，带动发展
100多个就业帮扶车间，帮助 5168名返乡劳动力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为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镇雄县出台“贷免扶补”
贷款和“333”创业扶持贷款等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
业者给予每户3万元的创业全额贴息3年贷款扶持；对经
营状况好、创造岗位多、带动效果强、能按时还贷的优秀
返乡创业者每户给予 3万元奖补。同时，按照“1+1+N”
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制定竹子、生猪等高原特色产业5
年高质量发展方案，引导镇雄籍在外企业家、致富能人等
返乡创业。2022年，全县共发放创业贷款1886户3.58亿
元，与上年同比户数增加 210户、贷款增加 0.34亿元，带
动就业 4234人；发放“333”创业扶持贷款 1000户 3000万
元，带动就业2512人。

针对因照顾家庭暂不能外出、年均收入8000元以下
群体、返乡回流人员、待业人员等群体，镇雄县通过开发
公益性岗位、依托就业帮扶车间、易地搬迁后扶产业园、
在建工程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帮扶。2022年，全县共
优先安置31666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镇雄多措并举打好劳务输出“组合拳”——

组织化输出 市场化培训 精细化服务

◆通讯员 碎 金 廖苑皓

“今年我扩大了烤烟种植面积，
手里资金不够，愁得我整晚睡不着
觉。今天，云南红塔银行镇雄支行的
工作人员直接把资金送到我手中，真
是太贴心了。这个专门针对我们烤
烟种植户的‘香叶贷’，不仅办理快、
利率低，而且很快就到账了，真是帮
了我的大忙！”家住镇雄县大湾镇的
烤烟种植户马安会收到贷款到账的

短信，脸上挂满了笑容。
云南红塔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两会精神，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围
绕云南省广大烤烟种植户量身定制

“香叶贷”等线上信用贷款产品，贷款
额度最高可达 50 万元，无抵押无担
保，通过线上申请渠道实现 3 分钟申
请、1 秒钟审批、1 秒钟放款，零人工
干预，当场即可放款的贷款体验。

为推进镇雄县乡村振兴金融创
新示范基地建设，全力支持镇雄烤烟

产业发展，云南红塔银行镇雄支行在
镇雄县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成立了烟
草种植户信贷服务工作小组，深入各
乡（镇）开展宣传，了解烟草种植户资
金需求情况，优化贷款流程，结合烟
草种植户增产面积、征信、实际需求
等综合因素，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贷”动烟草种植户增收致富，促进烤
烟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云南红塔银行昭通
镇雄支行共办理镇雄县烟草种植户

“香叶贷”723 笔，累计授信金额达
6699 万元，贷款余额 1339 万元，为镇
雄县烟草种植户提供了高效、便捷
的惠民利民金融服务，充分践行了
云南红塔银行“心融社会、报效国
家”的责任理念。

“香叶贷”，帮大忙

昭通市职工足球赛
昭阳区选拔赛举行

市直单位2023年
职工篮球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