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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岗”稳就业

百牛渡江、嘉陵晚渡、马回曲流、琴
台夜月……有“千年赋圣乡·大美公园
城”之称的蓬安，魅力无限。

当前，蓬安把工作重点放在以生态
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发展上。蓬安县委
提出，要把生态旅游作为立县支柱产业
来定位、作为三次产业龙头来培育，把
蓬安打造成川渝一流、全国知名的生态
旅游目的地，建成全域旅游示范区。

围绕这一目标，蓬安正汇聚全县之
力，描绘一幅生态旅游的壮美画卷。

发挥优势
加快实现绿色崛起

发展全域旅游，重在全力推动。
早在 2016年底召开的蓬安县第十

三次党代会上，该县就描绘了一幅绿色
崛起的宏伟蓝图：建设嘉陵江畔大美公
园城市。

如何将蓝图变成现实？蓬安县委书
记蒲国表示，坚持绿色为底、文化为魂、
全域旅游为突破。把努力奋斗的着力点
放在发展上，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生态旅
游产业上。

从生态上来看，蓬安的森林覆盖率
近42%，拥有北纬30度最典型的方山丘
陵地貌，大量平顶丘陵与少量圆顶丘陵
交错分布，被誉为“中国最美丘陵”。“蓬
安发展的优势在生态旅游，潜力也在生
态旅游。”蒲国认为，生态旅游是蓬安在
赶超跨越中实现加速崛起的潜力所在，

蓬安就是要围绕生态旅游这条主线，深
挖特色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生态农业
快速发展，加快文旅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放大生态优势，加快绿色崛起，蓬
安的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将会越走越
好。”蒲国说。

在“天时”上，蓬安是汉代赋圣司马
相如的故里，拥有厚重的相如文化、爱
情文化、辞赋文化和民俗文化。

在“地利”上，嘉陵江把最柔美的身
段留在了蓬安，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山水
田园生态资源，除了有百牛渡江、嘉陵
晚渡、马回曲流等自然生态奇观外，还
有嘉陵第一桑梓景区、具有千年历史的
古码头周子古镇、占地 2000 余公顷的
相如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旅
游资源。

在“人和”上，蓬安县从党员干部到
普通群众，都有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改
变蓬安的自信心，都有加快发展的意愿
和动力。

如今，蓬安正厚植发展优势，围绕
生态旅游发展迸发出强劲的动力。

组团发展
旅游产业全域化

去年，蓬安全域旅游发展步入了
“快车道”。

相如故城保护性开发工程已全面
启动，青云大道旅游线路即将通车，全
长 12 公里的嘉陵江最美跑道正在施

工，百牛谷景区正在加紧建设……“去
年，蓬安实施生态旅游项目 11个，总投
资 27亿余元。”该县旅游局局长杜长书
介绍，县委、县政府将生态旅游发展提
上新的高度、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
蓬安的生态旅游发展是“旅游空间全区
域、旅游产业全领域”。

其中，打造“绿色明珠”：依托“碧水
穿城、山水相依、林路相衬”的自然优
势，编制《嘉陵江蓬安段综合保护开发
规划》，全面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
程，到 2020 年，全县森林覆盖率将达
42%、城市绿地率达43%。

建“十园之城”：围绕“南西蓬一体
化”发展战略，做好重要节点的绿化景
观升级改造，规划建设白云山森林公
园、相如湖国家湿地公园、凤凰生态公
园等 10 个特色主题公园，打造总量适
宜、景观优美的公共绿色空间。

建“百景之都”：依托嘉陵第一桑梓
景区、相如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景点，
重点建设“百牛渡江”、嘉陵晚渡、牛渚渔
歌等特色景区景点60个，打造亲水慢游
绿道2至3条，完善旅游设施，构建集观
光、运动于一体的嘉陵江流域生态旅游
景观带；利用北纬 30°最美自然生态景
观，以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和大深南海为
核心，建设20个生态文化景点，打造集生
态、康养、度假于一体的森林康养文化景
观带；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现代农
业产业和文化特色，结合乡野最美丘陵、
诗意梯田的大地景观，建设20个乡村休

闲旅游景点，打造集乡村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最美丘陵乡村旅游景观带。

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中，依托独特
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把15
平方公里自然生态资源带作为一个大
景区、一个大公园、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来打造，并构建“一心一轴七大片区”全
域旅游格局。

在旅游品牌创建上，蓬安境内已有
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
森林公园等一大批“国字号”景区。目
前，该县正努力打响相如故城、周子古
镇等旅游品牌，形成以一区三园为核
心、精品景点组团发展的旅游环线，实
现全时空生态旅游发展。

立足特色
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

自2010年始，每年4月最后一个周
末，蓬安县都要在嘉陵江相如镇油房沟
村段举行嘉陵江放牛节，数万游客涌入
蓬安，饱览这一自然生态奇观。

江岸上，独具地方特色的“放牛节”
祈福仪式、“牛文化”“农耕文化”展示，非
物质文化遗产金钱板、蚌舞、船工号子等
民俗节目循环上演，这是古码头沉淀千
年的历史文化给蓬安带来的另一美景。

“我们要将嘉陵江农耕文化、牛文
化打造成与百牛渡江一样闻名的品
牌。”蓬安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文化能
为旅游“提味增香”，有文化味儿的景点

才最有内涵；旅游则是文化传播的“形
象大使”，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被文化

“浸润”。目前，百牛渡江景区游客接待
中心即将完工，斗牛场、牛王庙、乡村牛
街、卧牛山庄和乡村迪士尼游乐项目及
旅游配套设施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立足特色，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
文章”。去年，蓬安保护性开发尘封千年
的相如故城，由县委主要领导担任总指
挥,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执行长，按照

“修缮故城、展示故城、开放故城”的思
路，以相如故城为核心，建“赋圣之乡、
太极之城、活水之城”；以相如文化为核
心，规划布局“一线一带七片”：“一线”
即从南到北的历史文化体验线，“一带”
即沿玉环溪的精品商业体验带，“七片”
即“历史文化观光体验片、民俗文化体
验片、嘉陵创意文化休闲片、相如文化
博览片、水街商业服务片、民宿客栈度
假片、生态景观体验片”。全面复建相如
故城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修缮文物古
建，精心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和亲水休闲
商业街区，配套建设旅游功能设施，力
争让历经千年的太极太玄袖珍故城重
现历史风貌，努力将相如故城打造成为
蓬安生态旅游的“核心引爆点”。

在文旅融合的双引擎助推下，蓬安
围绕生态旅游扮靓了环境、润泽了民
生，正朝着“绿富美”华丽蜕变。去年，该
县接待游客 45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46.48亿元。

彭圣洲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小星

四川经济日报讯（黄桂芝 记者
钟正有 文/图）春风送暖，万象更

新。春节的余味还未散去，近日，在绵
竹宿迁广场上，一场由绵竹市委、市
政府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剑南镇承办的 2019 年“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暨返乡农民工大型招聘
会举行。

上午 9时许，招聘会现场人头攒
动、火爆热闹。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摩
肩接踵、络绎不绝，将现场的招聘企
业围了个水泄不通。

此次招聘会主要面向返乡务工
人员、失业人员、矿权退出企业职工、
去产能中失业人员和长期停产停工
企业职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
动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为
了满足广大求职者需求，绵竹市人社
局在 1月初便开始收集岗位信息，当
天招聘会入场优秀企业提供了销售
类、财务会计类、技工类、行政客服
类、手工类等就业岗位3870个。

招聘会分为制造类、销售类、服
务类等多个区域，每一个招聘展位都
统一制作了招工简章，求职者到达现
场便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到招工信
息，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招聘会以绵
竹和彭州两市实现人力资源共享为
基础，特邀了彭州企业前来参加招聘
会，并在现场设置了彭州企业招聘专
区。同时，招聘会也吸引了成都、德阳
等周边数十家企业到现场招贤纳士，
为深入开展成德绵同城化招才引智
活动添加了动力。

此外，根据用人单位需求，针对
不同人群，招聘会现场还特别设置了
民营经济政策咨询区、返乡农民工技
能培训区、社会保障服务和农民工维
权政策咨询区等，绵竹市人社局、商务
局、经科局、工会、妇联、工质局以及工
商联等 8个部门在现场设立咨询台，
为大家发放资料，讲解相关政策。

据统计，当天参加招聘会的4200

余名求职者中，1500余人与企业签订
就业意向协议。其中，返乡农民工460
余个，残疾人 12 个，高校毕业生 76
个，九顶山矿权退出人员 100 余人，
精准扶贫户 29 人，发放各类资料
1600余份，咨询人数达1000余人次。

近年来，绵竹市人社局高度重视
公共就业服务工作，通过落实各项优
惠政策、加强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
台等方式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创
业工作深入开展。过去一年，绵竹市
人社局以“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为主要抓手，打造“绵竹招聘
日”活动品牌，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各
项工作取得显著进步。

下一步，绵竹市人社局还将在全
市范围内举办多场“春风行动”系列
招聘会，进一步发挥公共就业服务职
能，主动搭建务工就业与企业用工的
供需平台，更好地为民营企业和求职
者服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张明云 记者
钟正有 刘蓉）“我刚才和一家食品厂
招聘人员谈了谈，感觉挺适合我的，
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近日，德阳
市罗江区“2019年‘春风行动’现场招
聘会”在八景苑广场举行，早早来到
现场的该区万安镇芒江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廖常国因找到了一份适合自
己的工作喜不自禁。

招聘会现场，与廖常国一样闻讯
而来的全区10个镇的返乡农民工、建
档立卡贫困户、大中专毕业生和城乡
待业人员等共有6200多人，他们一边
听取用工企业规模、效益、岗位需求等
情况介绍，一边详细询问工厂对用工
者文化、年龄的要求，以及工作时间、
薪酬待遇、食宿和社保待遇等。

当天，参加招聘会的共有来自区
内外的 100余家单位企业，提供管理
人员、普工、销售、维修工、焊工、技术

员、司机、保安、保洁等岗位 9000 余
个。招聘会现场达成意向协议3100余
人次，为1500余人次提供政策咨询服
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500余份。

周平是当天前来招聘的一家粮
油公司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该企业
用工主要为公司产品进行包装和灌
装，属劳动密集型企业，每个月需要
几十名工人，今年企业想招一些具有
一定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
天已经和5名贫困户进行初步洽谈。

此次招聘活动，除了各部门、各
镇、各村（社区）进行广泛宣传外，区
人社部门还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服
务的方式，依托“职通罗江”微信公众
号、德阳公共招聘网等实现“点对点”
信息推送，“线上”帮助求职者和企业
实现精准对接。同时，活动现场设立
了服务业企业招聘、工业企业招聘、
残疾人就业服务、返乡创业风采展

示、政策咨询等特色服务专区，“线
下”开展劳资双方洽谈、残疾人就业
推介、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解答、返乡
创业先进典型宣传等“面对面”精细
服务。

近年来，罗江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者转移就业，始终把就业扶贫
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通过解决就
业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实施积极的
就业扶贫政策等措施，提升就业在脱
贫攻坚中的作用，推动脱贫攻坚与扩
大就业的良性互动。而本次招聘会也
通过集中开展就业服务活动和搭建
供需对接平台，达到了实现用工单位
和求职者面对面、零距离互动和对接
的目的，为进一步促进罗江区贫困劳
动力、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江琪 记
者 侯东）近日，记者在青川县茅坝乡
院子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看
到，水泥路、文化广场、公共设施等配
备齐全，家家户户的门口还贴着春联，
挂着红灯笼，仍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新
年气象。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不仅从山
上搬到这里住进了新房，交通也很方
便。”“搬进了新房子甩掉了‘贫困帽’，
生活生产条件变好了，这个年过得很
幸福。”……谈起村里家里的变化，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脸上写满幸福。

茅坝乡院子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母
少银告诉记者，县上领导多次到他们
那里察实情看实效，鼓励他们住上好
房子后，还要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我们也要争口气，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村民对
于未来新生活充满信心。

茅坝乡院子村易地扶贫搬迁只是
该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切实保障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青川围绕中央和省市部
署要求，立足实际，紧紧围绕“易地扶
贫搬迁”的总目标，多主体联动，攻坚
克难，加速推动安置点建设。

乡镇党委政府统筹协调。乡镇党
委政府成立安置点建设项目指挥部，
设在安置点现场，大力宣传搬迁政策，

解决农户搬迁具体困难，督导按图施
工，督促进度质量。

“理事会”主体实施。村“两委”牵头
成立“建房理事会”，由建房户代表担任
理事长、监事长，负责协调落实建设用
地、用电、用水等具体问题，自主选择建
房施工单位和堡坎护坡、场平、地基、管
网、河堤自建施工队伍，每支施工队均
购买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农户全程参与。有劳动能力的建房
户有偿主动参与施工建设，并推选德高
望重、公道正派的5名户主作为义务质
量监理员，实行全天候、旁站式监督。

社会倾情帮扶。帮扶单位及干部、
友邻村社组织工匠保障人力，联系砖
瓦砂石保障材料，送水、送药、送食品
保障工匠加班加点安全施工。

行业质量监管。“建房理事会”聘请
1名专业监理负责技术指导、质量安全
监管，确保住上安全住房；县以工代赈
办协调县住建、水务局、交通局等部门，
对全县的安置点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指
导监督与政策把控，确保施工进度与质
量的同时还要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标准，
红线不超、底线不踩，降低了建房成本。

据统计，全县 2018年易地扶贫搬
迁住房共建（购）住房 916 套，截至目
前，完工率为 100%；已搬迁入住 916
户，入住率 100%；拆旧复垦 916 户，复
垦率100%。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宋成均 记
者 杨波 侯云春 文/图）“我要抓紧对
果树进行管护，不能错过时机。”近日，
在长宁县长宁镇村子村，当村里其他
人还沉浸在欢庆春节的氛围中时，经
营家庭农场的返乡农民工何松已在忙
着给果树拉枝、修剪和嫁接。

何松是村民眼中的创业“明星”。
2008年，他考入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选
择了农作物生产技术专业，次年10月，
他承包了40余亩土地种植水果、花卉，
开始了第一次创业，但因自然灾害和经
营管理不当而失败。迫于家庭经济压力，
2011年，何松毕业后离开家乡，在外打
了两年工，先后到云南、安徽等地从事搅
拌站实验员、资料员、测量员等工作。

一次回乡探亲，何松发现家乡土
地荒芜严重，想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就
是农学，于是便萌发了回乡再次创业
的冲动。

说干就干，2014年，何松又回到家
乡，流转土地种植早熟梨、花卉等。镇党
委政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从规划、土
地流转、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通过三年的精心管理，2017年，何松的
水果和花卉经济效益慢慢地显现出来。

目前，何松的家庭农场已经在长宁
镇村子村、建设村、鱼龙村集中流转了
600余亩土地，种植水果、花卉，林下套
种红薯并加工红薯粉条，饲养土鸡土
鸭，新建了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初步
形成了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就近解决了
20多人就业，人均收入增加1万多元。

一人富不算富。在何松的指导和
带动下，周边村子有的村民建起了水
果基地，有的发展起农家乐，有的家庭
走上“流转土地+务工”的增收路。

“何松是长宁县近年来支持返乡创
业中涌现出的典型之一。”长宁县人社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长宁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理
解、尊重、支持、引导他们创业，不断强化
返乡创业就业服务，充分激发他们对建设
家乡的热情，全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工
作稳步推进，特别是鼓励和吸引农民工返
乡创业就业，发扬示范典型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示范典型的辐射带动效应，对乡村
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富顺龙万乡将提供优质服务
助力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张真德 记
者 陈家明）近日，富顺县龙万乡举行
2019 年返乡成功人士座谈暨招商引资
推介会。富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晓
刚出席会议，乡领导班子成员、14 名党
政军的成功人士代表以及 40 余名在外
成功人士齐聚一堂叙乡情、谋大计。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龙万乡宣传
片，了解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
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会上，龙万乡人大主席陈伟介绍了两
个基金管理办法以及成立龙万乡商会的
相关事宜，对“扶贫助困、爱心助学”两个
基金的使用做出了承诺。成功人士踊跃发
言，与大家分享创业历程，并为家乡今后
的发展建言献策。大家纷纷表示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和服务家乡发展，携手共建“富
裕之乡、秀美之乡、文明之乡、和谐之乡”。

肖晓刚在会上再次阐述了此次座谈
会的目的，并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对龙万
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二
是呼吁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鼎力支持家
乡的发展。三是对返乡创业兴业者做出承
诺，将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保障，让有志之
士投资放心、发展舒心、生活安心。

最后，在外成功人士还纷纷倾囊，资
助该乡教育和扶贫基金建设，真心回馈
家乡。

彭山诚邀在外优秀人才
为乡村振兴汇智聚力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王莉 黎亮
记者 常坚）近日，眉山市彭山区召开在
外创新创业暨优秀儿女乡村振兴现场
会，40名在外创新创业人员及在外优秀
儿女参加，看变化、听发展、谈感受、议机
遇，为彭山乡村振兴汇智聚力。

在成眉新能源新材料园区市民中
心、公义镇马林村乡村精品酒店及新桥
村民宿酒店，一栋栋别致的庭院、一条条
平整的马路、一片片葱郁的果园让参观
者们不时称赞，大家对彭山探索乡村振
兴的有力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

“酒店是在改造利用安置楼及工具
房的前提下，对原楼房的风貌及房间的
功能布局进行改造，使之符合现代人对
乡村酒店的住宿要求来打造的。”该项目
负责人向参观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情
况，“酒店在打造过程中主要结合地形特
点，以突出‘乡土野趣’‘田园生活’为重
点，只对房屋风貌、内饰、院落等进行了
改造，尽量保留了原有房屋的主体。”

据介绍，民宿酒店仅仅是“古堰新桥·
田园综合体”项目的一部分。在这个项目
中，古堰新桥是核心，主要是在千年古堰
通济堰一侧集中打造三路三桥一公园，形
成旅游小环线。除了沿通济堰打造的近3
公里带状公园外，还有嘉年华二期、云堡
乐园基地、幸福时光农场等项目。

“去年 12 月，我们召开了全区乡村
振兴大会，会议就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村治、脱贫、农改七个方面，提出乡村
振兴实现‘七个美’的目标。”彭山区公义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政府搭台，找准特色，企业也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我们要做好做
强自己的企业，用企业的优质资产和成
长好的项目，回乡投资，助力家乡振兴。”
西藏雅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祝万华
表示，目前，他正在筹备回乡投资果品深
加工项目，助力解决全市几十万亩鲜果
（主要是柑橘、橘子等）销售问题。前期，
他已完成康师傅和农夫果园等深加工企
业的考察工作，并掌握了相关技术、储备
了相关人才，将回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田间地头“春耕忙”
农户有了“好帮手”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罗清 记者
李国富）一年之计在于春，年味尚未散
去，在南充市顺庆区，不少返乡农民工
趁着在家的工夫，走进田间地头忙春
耕。一大早，记者在渔溪乡渔溪桥村田
间地头看到，当地村民有的翻耕土地、
有的铲除杂草、有的播种春洋芋等，忙
得不亦乐乎。

村民张际春家有近 6 亩地，元宵节
过后他就要外出务工，家里只剩妻子一
人。眼看着春耕时节已到，可家里人手短
缺实在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春耕。考虑
到张际春家里的实际情况，村支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商议决定，大家一起帮助他
们家将所有地里都种上早春优质丝瓜。

“你们真是‘及时雨’啊！如果没有你
们的帮忙，我这6亩多地真不知道要到什
么时候才能种完！”张际春告诉记者，以
往他家里播种春季丝瓜，都是在3月底4
月初，而现在2月中旬就播种，不仅提前
了一个多月，一亩还可增产2000斤以上。

“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提前部
署，精心组织，帮助村民开展春耕生产、
解决春耕生产难题是我们应该做的。”驻
村工作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春
耕非常重要，按照农技专家传授的科学
知识搞好春耕，帮助农户搞好春耕是他
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通过这种方式
有效地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让他们实
实在在地感受了到党的关怀。

以绿色为底、文化为魂、全域旅游为突破——

蓬安凝心聚力绘制生态旅游壮美画卷

长宁：一个返乡农民工 带动致富“一大片”

青川易地扶贫搬迁“搬出”幸福新生活

罗江9000多个岗位“线上线下”精准对接

绵竹“春风行动”吸引4200多人求职

何松（右）给梨树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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