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观察

三秋时节，记者在各地采访时
发现，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有着更高
的热情，也有着更多期盼，希望农
业保险真正为他们起到保驾护航
的作用。

“去年遭遇大旱，一亩玉米获
赔二三百元，损失降低了不少。”
10 月 19 日，商水县舒庄乡杜店村
农民杜大红告诉记者，他流转了四
五百亩土地，农业保险确实能起到
一定的保障作用。

近年来，我省农业规模化经营
步伐不断加快，像种粮大户、合作
社 这 样 的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日 渐 增
多。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农民专业
合作社达 9.7 万家，种粮大户 3.9 万
户，家庭农场 1.6 万家。

对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意
愿状况，郑州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琴
英进行的调查显示，种植大户投入
高，一旦遭灾损失大，他们不仅投
保意愿强烈而且保障需求高。

在河南保监局局长李翰辉看
来，农业规模化经营者生产总体投
入加大、经营风险集聚放大、保费

支出总额上升，导致投保人对保险
费率更加敏感，对保障范围更加关
心，对保险后续服务要求更高。

2007 年以来我省农业保险从
无到有，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
国家财政补贴品种中，已有 12 个险
种在我省开展。农业保险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提高了新型经营主体
抵御生产经营风险能力，但仍不能
完全满足其投保需求。

“假如今年玉米绝收，保险公
司每亩能赔约 400 元。”延津县种粮
大户张文明目前流转土地千亩左
右，今年他的玉米全买了保险。

400 元左右的赔偿和每亩玉米
的成本差不多，张文明告诉记者，
正常年份他的玉米亩产一般都在
1000 斤以上，收益远高于赔付金
额。

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较低，不
仅仅是张文明一个人的感受。

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今年
对省内 40 个县的农户和农业保险
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有 78.6％的
参保农户认为，当前我省粮食作物
保险的赔付金额较低，远不能弥补
农业生产损失，大部分损失还需要
经营者自己承担。

李琴英建议，在原有政策性农
业保险险种的基础上可设立商业
性农业保险，提高风险保障水平。
开发经济作物、农机具、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等险种，扩大农业保险的
保障范围和覆盖面。

今年玉米收购价格较低，让许
多种粮大户遭遇寒流，他们呼吁
能 否 开 展 粮 食 目 标 价 格 保 险 业
务。记者从河南保监局了解到，
我省近年已积极探索该项业务，
在粮价跌落时拟分数个档次给予
赔偿，为农户、种粮大户再系一条

“安全带”。③9

规模化经营不断加速

农业保险咋样更“保险”
□本报记者 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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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记者
10 月 21 日从省人社厅获悉，今后，
大中专学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
不仅可以由符合条件的第三人来
反担保，还可采取房产抵押、存单
质押、联保、园区担保等多种反担
保方式，有条件的高校还将直接为
本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反担保，甚至
能够实行异地反担保。

根据省人社厅刚刚下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大中专学生创业担保
贷款工作的通知》，为更好地为大
中专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我省
要求各地担保机构要在原有贷款

申请程序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程序，
统 一 设 立“ 大 学 生 创 业 贷 款 窗
口”。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高校设
立“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指导服务
中心”，方便在校大学生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

反担保问题一直是落实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的难点。为破解这一难
题，省人社厅在原有第三人为主的反
担保模式基础上，增加房产抵押、存
单质押、联保、园区担保等多种反担
保方式，逐步降低反担保条件，完善
反担保模式，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为本
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反担保。③6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郭 戈）
10 月 19 日，中国二维码产业促进
工程河南行在信阳启幕。当天，二
维码注册解析中心还联合相关机
构在信阳市正式启动了全国茶叶
追溯认证数据中心的建设，将为我
国茶叶资源数据聚集和行业管理
分析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据悉，中国二维码产业促进工
程由中国电子商会联合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等相关部门共同发起设
立，与其同时成立的还有进行统一
标识注册管理的二维码注册解析
中心，作为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
能够为社会提供标准的二维码注
册、应用解析等服务。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信阳市政
府与中国电子商会举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信阳将在市政服务中心
开辟二维码注册服务窗口，方便企
业注册应用二维码标识，并依托二
维码注册解析中心信阳分中心，分
行业、分领域做好二维码统一标识
体系的应用示范和推广，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将信阳打造成全
国高价值二维码应用示范基地和
特色鲜明的二维码产业聚集区。

信阳市副市长张明春说：“我们
将在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大力推
进二维码统一标识应用示范，发挥信
阳在全省二维码技术应用的领先优
势，促进二维码安全规范应用。”③11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 刘春香）
我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每年有约
20万人实现脱贫。这是 10月 20日
记者从省扶贫办、省旅游局联合在
栾川召开的全省乡村旅游提升与
旅游扶贫推进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近年来，我省乡村旅游不断发
展壮大，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国家
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7
个，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400
个。“十二五”以来，全国通过发展
旅游带动了 10%以上的贫困人口
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 1000万人以
上。我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每年

有 20万人实现脱贫，脱贫人数占贫
困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我省乡村旅游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一些地方旅游布局不合理，定
位不清晰，功能分区不明确；一些地
方缺乏有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产
品，仅停留在观光、采摘、餐饮、垂钓
等常规服务项目上，产品单一雷同。

为解决这些问题，会议提出，要
实施乡村旅游提升、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提升、文化保护、新业态孵化、
精准旅游扶贫、智力支撑等七项工
程，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和旅游
扶贫工作进入新的发展层次。③9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0 月 21
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
悉，2015 年（第 29 届）中国电子信
息百强企业榜单日前由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联合会正式公布,我省有
3 家企业入选。

据了解，本届全国电子信息
百强企业评选的最低门槛为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 36.2 亿元，比上届
提高了 11.5 亿元，与首届百强企
业 相 比 ，其 入 围 门 槛 提 高 了 90
倍。

我省入选的 3 家企业分別是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29 位）、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37 位）、河南
科隆集团有限公司（94 位）。③8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赵同增 李建彬）10 月 18 日，中国
环保机械行业协会与韩国环保企
业代表团联袂到延津县考察，签订
了 10 个环保项目。中国环保机械
行业协会还与延津县政府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

当天签订的 10个环保项目中，
青岛新天地集团汽车拆解项目、郑
州博苑环保公司脱硝催化剂循环再

利用项目等 4 个项目为正式合同，
合同金额达 16 亿元。韩国环保企
业代表团共由 17 个韩国知名环保
企业组成，韩国爱科特环保公司、韩
国世纪综合环保公司、韩国祥原机
械株式会社等企业则与延津本地企
业达成了项目合作意向。据悉，延
津县已规划设立了节能环保产业
园，其中的中国中部国际环保产业
韩国园面积达5平方公里。③8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10 月
21 日，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获
悉，《沁河下游河道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近日正式获国家发改
委批复，将投入 9 亿多元，确保沁
河下游安澜。

沁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发源于
山西省沁源县，自济源五龙口至焦
作武陟入黄口为沁河下游，河道长
90 公里，两岸共建设堤防 162 公

里。治理工程将在现有防洪工程
基础上，通过堤防加高帮宽、堤防
加固、险工改建续建、穿堤建筑物
建设等工程措施，提高沁河下游防
洪能力。

沁河下游河道治理工程是黄
河水利委员会加快推进的 12 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拟于今年年底前
开工建设。工程总工期 3 年，总投
资 93124 万元。③11

大中专学生创业贷款增加多种反担保形式

园区高校可作保

中国二维码产业促进工程河南行启幕

信阳将建茶叶二维码
认证追溯数据中心

乡村旅游每年带动
我省20万人脱贫

新闻速递

我省3家企业
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

中韩合作10个环保项目
延津签约

沁河河道治理将投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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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人民公园 2015 年金
秋菊展拉开帷幕，市民在赏菊拍照。据了解，此次金秋菊展
共展出 30余个品种 2万余盆菊花，持续到 11月 8日。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李 林 摄

10 月 21 日，在豫西山区洛宁县长水乡连山村千亩油用
牡丹基地里，社员们正在种植牡丹。该村 5 位村民投资 200
万元，成立富家乐农业合作社，发展油用牡丹种植，入社社
员已达 50余户。⑤3 李中灿 摄

10 月 20 日，商丘市首家城乡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在民
权县双塔乡常东村开工。该项目从西气东输二线平泰支干
线兰考分输站接气，向西送至兰考县城及产业集聚区、向东
送至民权县城，工程总投资 3552万元。⑤3 马 玉 摄

10 月 19 日，社旗县下洼镇范庄村已 74 岁
高龄的范书勤老人正在山上引水浇树。

范书勤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 9月，他在
当地承包了 1000 亩荒坡地，先后栽种 600 亩核
桃、400亩生态林，还在林下套种300亩血参，养白
鹅4000多只。他和老伴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儿女想接他们进城，他却坚持上山创业。
他说：“俺要给年轻人做个榜样！”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七旬老人创业记

▲范书勤和老伴在山上浇树。
◀管理树木，他经常累得满头大汗。

长葛市官亭乡尚庄村是以养
蜂器具闻名全国的淘宝村，村里有
各类快递企业近 10 个。为了抢业
务，半年前长葛邮政局也在这里设
立了常驻快递网点。近年来，在经
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形势下，我省快
递业发展却突飞猛进，成为全省经
济中的一个亮点。

快递业务量增幅全国第二

据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115.71亿元，同比增长 39.23%；业务
收 入 完 成 111.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97%。快递业发展更为抢眼，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快递业务量达到
34682.32万件，同比增长 74.21%，高
出全国 28.2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
第二位，快递企业业务收入完成
43.75亿元，同比增长56.61%。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丁平说，近
年来，国家实施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的长期战略，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
迅猛发展，我省快递业正处于发展
最 快 的 时 期 。 从 2007 年 到 2014
年，我省快递业务量由 0.17 亿件到
2.95 亿件，年均增长 50.89%；业务
收入由 4.11 亿元到 40.84 亿元，年

均增长 39.04%。高峰日进出转快
件达到 550 多万件。

按照《河南省邮政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到 2020 年全省快递业
务量将达到 4.6 亿件，业务收入将
达到 86 亿元。

夯实基础推动快递业发展

“与长三角等地区相比，我省快
递业发展规模上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我省区域交通优势突出，是全国
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快递
业发展具有很强的支撑。”丁平说，
基于这些优势，我省正全力做好快
递行业基础能力建设，优化发展环
境，推进快递行业快速发展。

今年，我省着力落实《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快递服务业发
展的意见》，加快推动河南全国性
快递集散交换中心、郑州航空港国
际国内航空快件分拣中心、保税区
物流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快件分
拨中心、高铁快件分拨中心、省内
区域快件分拨中心等项目建设推
动和竣工验收工作，优化和完善省
际、省内、同城营业揽收投递网络
建设，提升快递行业发展的基础支
撑能力。我省还正努力争取成为
国家邮政局航空快件“绿色通道”
项目试点、交通运输部高铁运输快

件试点，以实现铁路、陆路、航空运
输无缝对接。

河南全国性快递集散交换中
心是省委、省政府《中原经济区建
设纲要》中确定的重要基础建设工
程，今年 8 月份，交换中心的首个子
项目——宅急送公司华北分拨配
送基地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交换
中心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此外，
安阳、漯河、平顶山、商丘等区域性
分拨中心已建或正在筹建，减轻了
郑州分拨中心的分件压力，提升了
服务质量，也减少了快件运转时间。

快递下乡激发发展新活力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
随着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农村市场的
潜力正不断释放，农村的快递件数已
经占到全省快递件数的20%左右。

宅急送公司总裁郑瑞祥表示，
农村市场将是快递业务增长的一
个重要领域。

近期，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商
务厅下发了《关于快递下乡与农村
电子商务协同发展实施意见》，计
划到 2016 年，全省将基本建立与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乡镇快
递网络。目前，我省快递网点已基
本实现对乡镇的全覆盖。

如 何 让 快 递 企 业“既 要 下 得
去，又要立得住”？我省积极推动
快递与特色经济联姻，让快递企业
进驻淘宝镇、淘宝村，为特色经济
提供特色服务。兰考县固阳镇是
民族乐器的生产基地，产量占国内
市场份额的 50%以上，年销售额 30
亿元以上。目前，该镇已经汇集了
中通、申通、国通、天天、全峰等品

牌快递企业近 10 家。
“快递让我不出门就能把摇蜜

机卖到了全国各地，年收入二三十
万元。”对于快递下乡带来的变化，
尚庄村村民尚宁也感受颇深。尚宁
祖孙三代以做养蜂器具为生，爷爷
那时做出的摇蜜机只能卖到附近几
个村，而现在尚宁通过网络和快递，
不出门就将产品卖到了全国。③10

前三季度快递业务量达 3.47亿件 增长 74.21%

我省快递行业发展突飞猛进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10 月
21 日，记者从郑州市邮政管理局
获悉，今年前三季度，郑州市快递
业 务 量 突 破 2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84.21%。

今年 1 至 9 月份，郑州市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达 20112.44 万件，
占全省快递业务量的 57.99%，增
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8 个百分
点。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郑州市快

递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
度，郑州市快递企业业务收入完成
26.81 亿元，占全省 61.29%，同比增
长 68.6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1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35 个百分点。郑州市快递业务
总量和业务收入分别排名全国重
点城市第 14 位和第 13 位，与去年
同期相比均上升 3 个位次。

据介绍，2014 年郑州市全年
快递业务量为 1.62 亿件。③9

前三季度郑州市快递
业务量突破2亿件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