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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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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洛阳天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3971
288610）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洛阳歌德家具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676737088N)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洛阳闫斯佳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3011064491）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声明。

声明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心支公司商业险保

单（流水号：184100000074
156）遗失，声明作废。

●陈金秀在平原新区中昂朗悦

认筹收据,收据号2924959,金
额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认
筹书号0000425,开具日期2019
年9月28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吝浩遗失郑州丰益置业有限

公司2018年11月2日开具的

发票，发票号码12010334，
金额660000元，声明作废。

●马开屏，郑房权证字第1301
296186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金水区四海便民店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5
2GPM27，声明作废。

●河南良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章号4103030156
077，声明作废。

●洛阳闫斯佳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
0303011064491）声明作废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遗失河南

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一式三份）票据号

码0265432，特此声明作废。

●张俊丽名下房产的12070789
25号不动产抵押登记证遗失，

特此证明。

●个体工商户唐富荣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325
615028370声明作废

●沈丘县泉龙木业有限公司遗

失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抵扣联)发票代码410019213
0发票号码13151131金额3
2400元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郑州市金水区新航

道外国语培训中心现声明举

办者变更，举办者由新航道

（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为北京新航道锦秋教育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学校举

办者变更前有债务债权问题，

学校举办者变更前的债务债

权由新航道（北京）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承担，变更后的

债务债权由北京新航道锦秋

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联系人：张丽平

联系电话：0371-65796999

●屈梅花遗失执业医师证(编号

110410183000174)执业单

位:新密屈梅花诊所.声明作废。

信阳市首单“小龙虾养殖
天气指数保险”理赔落地
理赔款共计802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杨小燕

本报讯“今年全县约
70%的养殖户投保了‘小龙
虾养殖天气指数’保险。碰
巧遇到持续高温天气，我们
的理赔为9.06万亩小龙虾的
养殖户构筑起风险保障。”11
月13日，记者从中原农险罗
山支公司获悉，目前，该公司
正和政府、农户们积极沟通、
对接，以尽快将理赔款划至
农户账上。因部分农户提供
的证件信息存在一定问题，
待核实清楚后，802万元理
赔款将于本月20日前全部
到位。

今年以来，罗山县遭遇
30年不遇的连续高温少雨
天气，养殖户在积极开展生
产自救的同时，仍无法抵御

“炎炎烈日”的侵袭，部分养
殖户未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中原农险罗山县支公司经理
王勇介绍，根据气象部门出
具的数据，每亩小龙虾天气
指数保险理赔金额为 88.5
元，罗山县共计赔款金额为
802万元。

11月13日，王勇告诉记

者，因部分农户提供的身份
证、银行卡信息不一致，原定
于11月10日前全部赔付到
位的理赔计划，将推至本月
20日。目前，理赔工作正有
序进行。

据了解，在小龙虾养殖
中，最不可控的意外之一是
天气。对此，中原农险在全
国首创研发了“小龙虾养殖
天气指数”保险，以天气作为
指数，直观、客观地解决了小
龙虾养殖赔付中的勘察难、
定损难问题。

当低温、高温天气累计
超过一定指数，或溃塘、漫塘
达到相应面积、时长，该公司
将按照约定比例进行赔付。

“小龙虾养殖天气指数”保险
每亩保额1500元，保费90
元，养殖户承担20%，剩余
80%由县级财政承担，省级
财政给予一定的奖补。对于
贫困户，保险费率再下降
20%，贫困户自交部分也由
县财政承担，最大限度减轻
贫困户压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河南省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县数量由20个扩大至50个，位居全国首位。农
业保险为农民增收、提高抗风险能力提供了坚实保障。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省农民投保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今
年全省农险市场规模达到45.5亿元，排名从全国第八位上升到第二位。但个别地方也存在保险公司拒赔或少赔
的现象，专家建议保险公司应适度降低对农险业务经营情况利润考核，从而减少上述现象的发生。

我省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县
总数达50个

据介绍，2017至2018年，
财政部用两年时间在13个粮
食主产省的200个产粮大县开
展了三大粮食作物农业大灾保
险试点。经总结评估，自2019
年起，财政部将进一步扩大大
灾保险试点范围，将200个试
点县扩大至500个试点县，其
中黑龙江、河南、山东各增加
30个试点县。至此，我省农业
大灾保险试点县总数由20个
上升至50个。

试点县将50亩(含)以上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
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作为重点
扶持对象，保障水平在覆盖直
接物化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覆
盖地租成本。

河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实施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是创新农业救灾机制、完善农
业保险体系的重要举措。加大
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保
险支持力度，对于引导农业生
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进一
步增强河南省适度规模经营农
户防范和应对大灾风险的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兜底
农民投保积极性增加

“农业保险是国家出台的
惠农政策，是我们种粮大户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河南省发
达高产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杜卫
远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大

家对农业保险有抵触情绪，后
来老百姓的看法慢慢地转变过
来了，“大灾大保，小灾小保，只
要有灾基本都能赔付到位。俺
合作社有七万多亩地，万一有
个灾情啥的，承受不住。目前
政府补贴很多，我们农民只需
交20%就行了。现在几乎不
用过多的宣传，我认识的这些
种粮大户投保积极性都很高。”

“2017 年，我承包了 170
亩地，当年冬天受冷空气影响，
小麦每亩减产300斤左右。”家
住黄泛区第十一农场的种粮大
户刘华说，后来经过农业专家、
保险公司评估，最终得到了一
定的保险赔付，“赔偿款比保险
费高，我们也知足了。”

农民投保积极性增加，拉
动了我省农保市场规模的提
高。据了解，与2015年相比，
全省小麦、水稻保险覆盖面已
提高1.5倍；油料作物保险覆
盖面提高5倍；小麦、花生、水
稻主要粮油作物平均承保覆盖
率上升至74%，全省农险市场
规模从 17.4 亿元增加到 45.5
亿元，排名从全国第八位上升
到第二位。

专家建议
进一步降低农户保费负担

不过也有农民表示，政策
是不错，但在实际理赔过程中，
出现过不积极赔付甚至找借口
拒赔现象。

杨献军在扶沟县韭园镇流
转了800亩左右的耕地，今年
夏收时受雨水影响，导致部分

地块小麦减产。“没过几天，保
险公司的人来现场调查，之后
就没‘音’了，到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补偿。”杨献军说，

“如果没有按合同赔付，估计明
年大家投保的积极性会下降。”

而荥阳种粮大户李杰计划
部分地块弃保，“我们托管的有
10万亩耕地，每年要是全交的
话，光小麦的保费就得花50多
万元，几年来几乎没有一次能
按照投保条款获得保险赔付
的，保险公司会以各种理由拒
赔或者是少赔。”李杰说。

“建议对于试点地区的农
业保险保费，在由中央财政、地
市财政、农户共同出资的基础
上，加大财政出资比例，拓宽财
政补贴险种，降低农户保费负
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
院保险教研室主任宋伟伟建
议，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农业
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支持
农险可持续发展；继续扩大农
业保险承保面积，提高试点地
区投保率，进而为降低保险费
率提供空间。

宋伟伟还建议在扩大试点
区域，农业保险实现广覆盖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保障程度，
探索“保险+期货”模式，满足
农户对保成本保收入的需求；
对于农业保险经营者给予一定
政策倾斜和补贴，保险公司应
适度降低对农险业务经营情况
利润考核，从而减少惜赔、少
赔、拒赔现象的发生，提高对该
项业务“薄利”甚至“亏损”的容
忍度，推动形成对“三农”“敢
保、能赔、愿赔”的保险文化。

相关新闻

我省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县总量达50个 位居全国首位

我省农险市场规模居全国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