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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召开后，我省始终

坚持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手

抓、两手硬，统筹兼顾确保复

工复产全面稳步推进。为帮助

各州市解决在复工复产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10个工

作组奔赴保山、红河、文山、普

洱等10个州市开展复工复产

调研；先后出台精简审批优化

服务11条、支持文旅产业18

条等政策措施，全力以赴保持

生产经营稳定运行，努力把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帮

助纾解产业链供应链难点、堵

点，加快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

复产。各市场主体积极行动，克

服困难全力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努力推动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近期，本报记者深入一

线，聚焦全省重点企业、重大

项目和重点行业复工复产推

进情况，推出“统筹推进复工

复产系列报道”，以记录云岭

大地战疫情、抢工期的火热场

景，展示“动起来”“活起来”的

生动画面，为云南与全国同步

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

五”规划鼓劲加油。

这些天，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
自治县养殖户马富宽心里乐开了
花，只因他从农行寻甸县支行获得
了 3年期限 80万元的“云牛贷”，一
下子解决了买牛犊的资金问题。“没
想到活牛也可以抵押，农行真是帮
了我的大忙，看来扩大生产规模有
希望啊。”马富宽说。

2019年末，寻甸县肉牛产业产
值达13亿元，其中肉牛加工产值达
9亿元，肉牛产业已发展成为当地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覆盖面最
广、带动最强的支柱产业之一。然
而，如何增加肉牛养殖业的资金供
给，却是摆在该县肉牛产业发展中
的一个难题。“没有有效抵押物，到
哪家银行贷款都处处碰壁，为了生
产经营不得不高息举债。”马富宽说
出了广大养殖户的心声。

为破解广大养殖户贷款难、担
保难问题，加大对寻甸县肉牛产业
的信贷支持力度，农行省、市、县三
级行联动，与寻甸县委、县政府多次
磋商对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围
绕肉牛养殖户的金融需求，创新尝
试肉牛活体抵押，落实价值评估及
抵押登记办理制度，研发推出了“云
牛贷”信贷产品，并在日前成功发放
首笔贷款。

农行“云牛贷”主要针对从事肉
牛养殖的农户、小微企业主、养殖企
业等经营主体，主要用于借款人购
买生产资料、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维
修等生产经营。贷款额度最高不超
过借款人年均生产运营资金的
60%，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万
元。“云牛贷”活体抵押贷款有效破
解了云南省重点产业抵押不足、贷
款额度难以扩大的瓶颈，在贷款办
理上也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贷款利
率相对较低，让农户融资不贵；二是
贷款周期相对较长，最长可达5年，
有效解决肉牛养殖周期长、资金回
笼慢问题。

近年来，农行云南省分行针对
“大三农”“新三农”需求，在创新推出
“云花贷”“烟农贷”“农民新民居购建
房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又创
新推出“云牛贷”，解决了“三农”客户
抵押担保瓶颈，满足客户融资需求，

“贷”动高原特色扶贫产业发展。
据农行云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全省肉牛、奶牛重点产区
分布情况，该行确定在寻甸、昭阳、
宣威、元江、个旧、丘北、思茅、勐海、
大姚、鹤庆、龙陵、芒市、玉龙、兰坪、
香格里拉、云县等 38个县（市、区）
试点推广“云牛贷”。其他地区满足
用试点区域肉牛、奶牛活体作为抵
押办理业务的，可以报省分行产品
部门备案后，进入试点名单。

来自农行云南省分行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5月10日，该行支持全
省畜牧养殖业法人客户49户，贷款
余额达2.36亿元。

本报记者李莎通讯员 唐明伟

“我家种了 30多亩梨树，去年
卖梨收入有10多万元。今年的长势
比去年还好，收入应该比较可观。”
站在自家梨园，楚雄市吕合镇干田
村委会种植户宗云芬笑靥如花。

干田村委会距楚雄城区 57公
里，有 603户 2387人，其中彝族 997
人、九龙水库库区移民人口 796
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移民安置
村。过去，受制于人多耕地少和寒
冷凉气候影响，当地群众经济收入
来源有限，生活十分困难。

面对困难，干田村不等不靠，积
极探索发展路子，充分利用山地资
源，因地制宜大力推广优质云南红
梨种植，通过产业促发展、发展保增
收，努力实现致富奔小康目标。

干田村按照“政府投入、大户
经营、群众入股、村法人治理、股东
收益”模式，探索运作强基惠农“合
作股份”试点，先后筹措整合 265
万元产业发展资金，作为项目“合
作股本”参股楚雄市甘甜果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支部+企业+协会+
农户”方式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持
续改善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条
件，建成冷库和产品精深加工线，
积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开展

“订单式”收购。
如今，干田村优质梨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创建起“彝源秋实”品牌
5个系列的食用保健梨醋、梨汁等
产品，有 4个梨品种获无公害农产
品质量认证，形成了从种植、存储、
加工到宣传、营销的完整产业链。

截至 2019年底，全村 80%以上
群众参与发展梨产业，种植户达480
户，梨园面积发展至10300亩、年产
量 7000吨、产值达 2100万元，种植
户户均年收入4.3万元以上，带动14
户4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李楠海

农行省分行“云牛贷”破
解养殖融资难题——

金融“活水”
助力肉牛养殖

楚雄市吕合镇干田村——

梨树下的“甜”日子

连日来，中老昆（明）万（象）铁路
玉溪至磨憨段、大瑞铁路、昆明机场改
扩建工程等我省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
喜讯频传。云岭大地上，复工复产正有
序加快推进，各重点建设项目工地上
吊臂升腾、机械齐鸣，一派热火朝天、
大干快上的火热景象。

经济发展“生命线”稳步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
命线”，也是落实中央“六稳”要求、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下，我省严格落实支持政策
措施，聚焦要素短板，加强服务保障，
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滇南铁路
建设指挥部了解到，中老昆（明）万
（象）铁路国内玉溪至磨憨段全长 508
公里，共有隧道 93座、桥梁 136座，桥
隧比达 87.3%。目前，全线路基、桥梁、
隧道工程分别完成 98%、87%、90%，站
前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位于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全长 14.8 公里的中老昆万铁路
重点控制性工程——新平隧道，地
质条件极为复杂，安全风险极高、施
工难度极大，是全线的“咽喉”工程。
经过近 4年的艰苦奋战，新平隧道于
日前顺利贯通。作为全线的“卡脖
子”工程，新平隧道的安全按期贯
通，不仅为全线化解安全风险，后续
桥梁架设、轨道铺设创造了条件，也
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提供保障。

全长约 330公里的大瑞铁路，东
起大理市，西至中缅边境瑞丽市，是我
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完善路网布
局和西部开发重要项目之一。建成通
车后，大理至瑞丽的旅行时间将由现
在约 7个小时缩短至约 3个小时，对促
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云南
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我国与南亚东南
亚国家的交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大瑞铁路建设正在稳步推
进，各相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
进项目建设，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工期赶回来。全线 44座隧道已贯通
29座；大理至保山段路基工程已完成
90%，桥梁工程已完成 84%；保山至瑞
丽段路基工程已完成 81%，桥梁工程
已完成 75%，复工复产以来，全线桥梁
路基隧道工程已完成计划的105%。

与此同时，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工
程建设指挥部传来好消息，昆明机场
改扩建工程的重要项目——昆明机场
S1卫星厅主体结构基本完成，进入内
部装修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建设指挥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昆明机场
航站区改扩建工程 S1卫星厅工程于 2
月 20日复工复产，在建项目于 3月 10
日实现了各分项工程全部复工。预计
2021年，昆明机场 S1卫星厅即可投入
使用。

“补短板”基建项目热火朝天

自全省“脱贫攻坚百日总攻”行
动启动以来，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
设热火朝天。在绿春县，中铁五局承
建的红河房建项目首个新建单体综
合教学楼顺利封顶。在普洱市，中铁
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普洱地区项目
部“大干 120天，确保云南普高普洱项
目 7·31顺利完工”劳动竞赛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

云南省普通高中建设项目是省
委、省政府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补齐高
中阶段教育短板，实现“十三五”期间
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
目标任务的重点工程项目，今年内将
新建、改扩建85所普通高中。

为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各参
建单位积极实施劳动竞赛促生产。
通过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激
发了全体党员的引领示范效应，广
大建设者铆足干劲抓生产，全力以
赴完成各项任务指标，确保工程建
设如期完工。

在我省最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新区，一
座崭新的东南片区幼儿园顺利封顶。

会泽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
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乌蒙山片区
集中连片特困县。会泽县紧紧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目标，通过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将 19298户 81257名群众搬进县
城安置，有效破解“一方水土养不了一
方人”的问题。

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进县城安置
的学龄人口共 15705人。其中，学前幼
儿 3381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捐
资 8626万元建设会泽县易地扶贫搬
迁县城安置点西片区、东南片区和北
片区 3所幼儿园建设完成后，将提供
幼儿学位 2520个。目前 800余名建设
者正在全力奋战，抢抓项目建设，确保
今年九月开学投入使用。

会泽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朱正
林介绍，3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
套幼儿园投入使用后，将有效缓解安
置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前适龄儿
童入学难、城区及周边社区幼儿教育
资源紧张等难题，补齐学前教育短
板，促进会泽县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本报记者 胡晓蓉

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

作为水利施工企业，度汛是工程建
设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能否在每年汛期
到来前将度汛坝体填筑至设计高程，为
下游群众筑牢安全防线，这是每一位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者的责任所系。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以及时间
紧、任务重等一系列困难，云南建投第一
水利水电公司的建设者们战疫情、抢工
期，使分布于全省各地的7件工程项目在
4月30日前按时完成度汛任务，为我省
疫情防控和经济稳增长作出了贡献。

争先恐后保度汛

镇雄县坝口河水库作为昭通市第
一个沥青混凝土心墙风化料坝，不仅面
临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而且库区因宜毕
高速公路施工，存在交叉施工现象，度
汛任务较重。

2月底复工复产以后，坝口河水库
项目离度汛工期只有70多天。为了保证
施工进度，项目部采取渣土累积运输、
限时运输、24小时轮班施工的模式，尽
可能减少交叉作业对施工进度带来的
影响。同时，项目部倒排施工计划，确定
每天的人材机配置，开启“5+2”“白+黑”
的工作模式。“我们的施工人员白天分
布到各施工作业面指挥工人作业，晚上
一起研讨当天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保
证每天的任务都能按质按量完成。”项
目经理部总工代豪表示。

在施工高峰期，每天有120余名工
人在各个工作面辛苦忙碌着，挖机、装
载机、推土机、压路机在大坝上来回穿
梭，汽车不停奔波在料场和大坝之间，
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坝口河水库
项目于 4月 9日提前 21天完成度汛坝
体填筑，成为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公
司今年第一个完成度汛任务的项目。

攻坚克难战度汛

“不管有多少困难，今年所有度汛
项目必须毫不动摇完成节点目标！有任
何问题和困难要及时上报。”

“立新水库施工区域
内的临时征占地与永久

征占地手续迟迟未
办理。”

“麻栗坝灌区邦
外水库度汛坝填筑

量约为 39.5
万立方米，受
疫情影响，有
效施工时间
严重不足。”

……
正当各项目大干正酣时，作为陇川

县麻栗坝灌区控制性度汛工程的邦外
水库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在度汛坝填筑
施工中，由于地质条件差，造成坝体相
关重要指标难以控制，不但会增加大量
的施工时间，施工质量也难以保证。面
对质量控制难点，项目经理部一方面技
术攻关，另一方面对施工环节进行严格
把关，确保了施工质量。最终于 4月 15
日完成坝体填筑量约 45万立方米，提
前15天完成度汛目标。

“王经理，连续几天下雨导致大坝
进场路面湿滑，有部分路段路基下陷，
运输大坝填筑料的车辆无法出入，这可
怎么办呀？”面对步步紧逼的工期节点，
南涧彝族自治县石洞寺水库一度为施
工场地地质条件差、施工道路不通畅等
问题而发愁。执行项目经理王仁斌及时
与水务局、项目管理公司沟通协调，增
加进场道路投资成本，解决进场道路难
题，保证大坝填筑料运输畅通无阻，项
目得以提前完成度汛任务。

争分夺秒抢度汛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原计划在2月
1日复工的南华县黑泥田水库，直到 2
月 29日才开始度汛坝体填筑，所有计
划被打乱，度汛节点仅剩两个月时间。

“面对着被疫情打乱的计划以及
“被损失”了一个月的时间，项目160名
员工开始加班加点，每天填筑量达到
9000余立方米，使工程进度得到有效
保证。

黑泥田水库主料场的开采由于林
业批复问题仅能开采原计划的三分之
一，料源不足的问题放在了大家的面
前。通过与多方沟通同意开采的第三料
场由于当地地质条件极差，3月27日发
生了滑移，看着50厘米宽的滑移裂缝，
项目部立马安排人员进行削坡减载，另
一边在副料场继续开采保证施工进度，
人手的分散再一次拖延着本就不足的
工期。

在紧张的工期面前，该公司各项目
部围绕度汛目标，抢晴天、战雨天，全体
施工人员铆足干劲、连续奋战，用顽强
的毅力战胜了诸多挑战和困难。最终，
立新水库提前 5天、火把冲水库提前 4
天完成度汛目标，弥勒坝水库也按期完
成了度汛任务。

如今，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公司
7件项目度汛坝体已如期填筑至度汛
高程，在完成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为
了早日实现工程完工的总体目标，全体
职工正抢抓云南雨季来临前的施工有
利时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工程建设
之中。
本报记者杨建华通讯员朱家祥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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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全通”跑出“加速度”
炎热五月，腾陇（腾冲-陇川）高速

公路盈江段铺筑沥青路面现场，26米
宽幅沥青摊铺机将 180多度的沥青混
凝土平整摊铺，几台压路机来回穿梭碾
压路面，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自 3月全面复工以来，路面工程
每天不少于两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我
们正积极争取要把工期夺回来。”腾陇
高速盈江段项目经理李小刚介绍，腾
（冲）陇（川）高速公路全长164公里，其
中腾冲至梁河段 29.3公里于去年底建
成，梁河至陇川段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和
户撒隧道最后攻坚。按照云南交投集团
要求，项目严密做好疫情防控和精准建
设，目前路面施工完成 70%，隧道剩余
不到300米。

另一边，大南（大理-南涧）高速项
目公司正举行“雨季攻坚战”誓师大会，
对启动大干二季度、快速提高达产率进
行动员。按照“一季度复工复产、二季度
加速生产、三季度稳步提升、四季度决
战决胜”的要求，加大人力、物力的投
入，增加施工作业面，在保证安全、质量
的前提下跑出大干快上的加速度，确保
达成年度任务目标。

在临清（临沧-清水河）高速，公路

路面铺筑现场施工环境温度接近40℃，
但奋战在工地的建设者们，无惧高温冒
着酷暑，坚守岗位，在测量、压实度检
测、碾压、摊铺过程中，挥锹有力，确保
了临清路面工区底基层、基层试验段铺
筑完成，为临清高速 2020年复工复产
后的全面建设注入一剂强心针。

在景海（景洪-勐海）高速，曼合勐
1号特大桥圆满完成架设工作，标志着
景海高速全线首座特大桥顺利架通。
全长 1006.08米曼合勐 1号特大桥是
景海高速的控制性工程，为保证工程
建设安全有序进行，项目部克服施工
难度大、地势陡、工期紧、任务重、气温
高等各种不利因素，自 2019年 6月 15
日首片 T 梁成功架设以来，历时 333
天，顺利完成特大桥施工节点任务目
标架通，为今年建成景海高速打下了
基础。

在保泸（保山-泸水）高速，随着
最后一方混凝土注入模板，保泸七标
楞马山梁场首片预制 T梁顺利浇筑完
成，标志着保泸高速土建七标 2个 T
梁预制场已全面投入生产，为芒英凹
梁场提供了有力的补给，项目整体施
工向重要节点工期又迈进一步。同时

也为完成保泸高速今年顺利通车按
下了“快捷键”。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云
南交投集团重大项目复工复产快马加
鞭。今年3月就实现了保泸、武倘寻、召
泸、楚姚、思澜等24个在建高速公路项
目全部复工。与此同时，交投集团召开
加大投资促进发展工作推进会，主动

“加码”跑出“加速度”。确保完成年度高
速公路投资 1000亿元以上的基础上，
通过新开工一批高速公路项目，实现在
全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的目标上再增加 5%、达到新增投资
20%，全年完成高速公路投资 1200亿
元以上。在地方政府配套资本金到位的
情况下，建成高速公路1255公里，实现
9个县通高速。

“按照省委省政府加速推进‘能通
全通’‘互联互通’工程项目，抓好交通
投资的要求，今年云南交投集团将整体
建成通车墨临（交投段）、保泸、武倘寻、
召泸、楚姚、思澜、鹤关、腾猴、腾陇、大
永（丽江段）、腊满等 11个项目。”云南
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云南交投集
团将按照“能通全通”工程“一路一方
案”的原则，将目标任务细化到项目、到
工区，认真梳理明确季、月、周、日工作
目标，精准制定项目推进方案，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同时，准确把握全省加大
投资的重点方向，力争新开工建设一批

“互联互通”项目，实现新的投资增长，
为全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李承韩通讯员李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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