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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幸福指数大不一样了”

“搬出大山天地宽，幸福家
园卯家湾。 ”这是全国最大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安置区———云
南省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搬迁群众当下生活的
写照。

端午节前夕，记者走进卯家
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看到
66 栋 8866 套安置房整齐排列，
2 所学校、4 所幼儿园、1 个卫生
院、6 个社区卫生室及市政道路
等已经建好， 云南昭通 5 个县
3.9 万名搬迁群众全部入住，他
们告别了高山“忧居”生活，搬到
新城开启了“优居”新生活。

为了让老百姓尽快住上新
房，作为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的建设者，中建二局用 1 年
完成了原计划需要 3 年建设的
工程。

同样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简
阳近年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在成都向东 48 公里的简阳
市，890条“大城小路”如毛细血管
一般延伸至群山里的千家万户，
即使是独居山头的唯一一户村
民，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

路兴意味着振兴，2018 年
10 月，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承建
的成都简阳市乡乡连道路提升
工程正式开工， 为了赶工期，中
铁二十四局在建设中跑出了“加
速度”，仅用 20 个月就完成了道
路的修建。

随后，一张“人便于行、货畅
其流” 的农村公路运输网络开始
覆盖简阳市广大乡镇地区， 将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串联了起来的
同时，也叩开了村民致富的大门。

在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
一条长 19.9 公里的产业旅游环
线正式贯通，将荷桥村的文化与
景点、景观、产业连接为整体，旅
游产业成为荷桥村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擎。

“这条路就是我们村最大的
亮点。 ”四川省简阳市平泉街道
党工委书记邹斯若说， 路通了，
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农产品的销路打开了，村里
的产业丰富了，游客变多了。 如
今，曾经的省定贫困村已经摘了
帽，2020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了 2.1 万元。

当地劳动力在不断回流。最
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地劳
动力在外出人口中的占比从之
前的 60%-70%下降到了 30%。
一些人实现了在家门前产业园
区务工，其中工资较高的也能达
到每月 6000 元， 与外出务工人
员的薪资水平相近。

在邹斯若看来， 村民外出

务工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外
出人员中很大一部分在成都就
近务工，他们或有固定职业，或
有固定的小生意。 其中，超过五
成人在成都买了房，安了家。 如
今， 从荷桥村开车到成都市区
仅需一个多小时， 很多村民回
家的频率从一年一次变成了一
周一次，甚至下班就能赶回来。
邹斯若说：“这带来的幸福指数
大大不一样了。 ”

乡村互联网经济
迎来了“春天”

如今， 农村手机成了新农
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了
新农资，这对乡村振兴提出了新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
烈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
致富先修路， 以前是修公路，现
在还要加上信息高速路。 ”

从前，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的部分乡镇
村， 由于通信网络发展滞后，村
民打电话还要拿着手机到处去
找信号。

中国铁塔派驻宣恩县的挂职
副县长刘柏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表示，“打通山内外信息渠道，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 ”

然而，宣恩山大人稀，绝壁
悬崖众多，攀山越岭修建铁塔可
谓难上加难。宣恩铁塔公司基建
项目负责人李森林谈起建设的
情景感慨万千： 当时，“骡马背，
壮汉扛，人马受伤习以为常”。

据统计，自 2016 年以来，中
国铁塔在宣恩县已累计投入通
信扶贫资金 7495 万元， 新建及
改造铁塔 815 座。 截至 2020 年
年底，宣恩县 4G 网络综合覆盖
率已超过 98%。 随后，一塔架通
山外，成就了信息互通的“空中
桥梁”， 让本地特色农产品搭上
电商快车走向了全国各地。

如今，在湖北省恩施州宣恩
县消费扶贫基地梦巢小镇的多
个直播间里，主播们在镜头前聊

得热火朝天，深山的农产品也得
以“借网出山”。这对于很多当地
的农户来说，是之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

当地部分农产品的附加值
也实现了大幅提升。能鹏人生鸡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龚能鹏介
绍说，他们生产的鸡蛋一枚能卖
到 100 元，年销量近 25 万枚，其
中部分销往海外。

宣恩县的互联网经济发展
特别是直播带货也迎来了春天，
催生了大批本土网络主播，2020
年，全县农产品上行电子商务网
络销售额实现 2.04 亿元， 增长
94%，其中，中国铁塔直接带动
消费扶贫 270 余万元，间接带动
上千万元。

老百姓的收入翻番
更有精气神

在过去的几年里，从云南鲁
甸卯家湾到四川简阳再到湖北
宣恩，这三个地区乡村变化的共
同点是：基础设施更好了，生活
更方便了， 饭碗端得更稳了，腰
包更鼓了。 然而，下一步如何实
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每个
地方都面临着不同的考题。

“后续扶持没有产业支撑，脱
贫攻坚的成果就巩固不了， 就无
法与乡村振兴实现有效衔接。 ”刘
柏松表示， 绿茶种植成了麻阳寨
村和周边多个村落的支柱产业之

一。 对口帮扶的高罗镇龙潭村，
“千亩有机茶园”示范基地已初步
成型，已经实现了“人均一亩茶”。

“小叶子”变身村民走上致
富路的“金叶子”。宣恩接下来的
目标之一便是：到 2025 年，茶叶
产业培育 1 家产值过 5 亿元的
龙头企业。

同时，还将同步规划建设城
乡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移动
物联网，推动身份认证、移动支
付、水电费网上缴费等信息技术
在农村广泛应用， 推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示范的建
设。当地农产品上行的效率或将
越来越高。

2016 年返回宣恩县创业的
花椒姐卢云，在过去的几年中主
要通过种植花椒带领乡村们脱
贫。在她看来，相较于种植，乡亲
们在打开销路方面面临的痛点
更大。 她希望，在接下来的 5 年
里， 通过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上
行，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最核心的就是让
群众生活富裕。”邹斯若介绍，荷
桥村在特色养殖业、 特色农业、
乡村景观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布
局，而最终的落脚点是通过乡村
旅游带动村民增收，提升群众的
生活质量。

当前老百姓的住房、 用水、
用电等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在
邹斯若看来，“解决和解决好是
两个概念。”之后，将进一步在解

决好当地老百姓的住房、 用水、
用电、网络等方面发力。

邹斯若心中有一个小目标：
首先是让群众的收入能够翻番。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前荷桥村
人均年收入 2.1 万元计算，5 年
后，荷桥村一个三口之家的年收
入就能超过 10 万元。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
驻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第一书
记邓勇表示， 每到周末就有上百
人来村里旅游， 部分老百姓已经
吃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红利”。

在简阳，越来越多人搭上了
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简阳市
贾家镇村民何婉萍就是其中之
一。 路通了，她回村开了一个农
家乐，取名花间集，可以住 60-
70 人，平时基本都是满客，每到
樱桃或桃子采摘的季节，房间往
往不够住。这不仅带动了当地村
民就业，还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
的兴旺。 目前，贾家镇的农家乐
已有 10 多家。

在邓勇看来，在下一步乡村
振兴中， 文化将会发挥引领作
用。 在荷桥村，家风文化具有深
厚的历史底蕴，这一文化在新时
代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邓勇
说，下一步，除了逐步完善村里
的配套的硬件设施，还将注重培
养老百姓的思想观念，让老百姓
的精、气、神变得更好。

对于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
贫搬迁的群众来说，搬家只是幸
福生活的起点，“安家”是接下来
更重要的目标。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当地采取了多
项措施。 其中，中建二局设立了
云南省首个建筑类产业扶贫基
地———建筑帮扶夜校， 开设电
工、 木工、 钢筋工培训课程 16
期，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让搬迁
群众既“富脑袋”也“富钱袋”。

作为建筑帮扶夜校的第一
批学员，从前，卯家湾社区居民
周应先通过“打零工”勉强维持
生计，通过在夜校的学习和在工
地实践后，他很快成为工地上熟
练的技术工人，月工资也从最初
的 3000 多元涨到了 6000 多元。

如今，周应先成了乡亲们眼
中的“技术大拿”。尝到了技术带
来的“甜头”后，周应先组建起了
一支施工队伍， 他带着 10 名老
乡活跃在建筑工地上，带着乡亲
们共同致富。

搬迁后，孩子们的上学路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
4000 名孩子告别了山高坡陡、
蜿蜒崎岖的上学路，实现了在家
门口上学的梦想。周应先家的两
个孩子就在家楼下上幼儿园。

为了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文章的“后半篇”文章，中建二局
云南鲁甸卯家湾项目党支部在安
置区设立了 24小时志愿服务站，
力争让搬迁群众的诉求可以当天
得到解决。 并且，还持续入户关爱
服务留守儿童和老人， 更好地助
力搬迁群众融入新生活。

（据《中国青年报》）

国企助力乡村蝶变，振兴按下“快进键”
在云南鲁甸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老百姓下楼就能上学、就医；四川简阳的乡村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老百姓

抬脚就能坐上车；湖北宣恩 815 座铁塔搭建起深山里的“信息高速路”，老百姓乘上了“电商发展”的快车
……这是日前记者在“走进新国企·见证美丽乡村”主题活动中，看到的乡村发展的新图景。

近年来，很多国企投入脱贫攻坚的第一线，让很多乡村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化，蝶变成一个个更美的乡
村。 在下一步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国企将接续奋斗，为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按下“快进键”。

鲁甸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摇号分房

在简阳乡间，公交车能够开到村民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