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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三夏时节，全省农村进入跟时

间赛跑的节奏。在阴雨持续的不利

天气下，目前我省麦收已经过半，夏

播也在提速。抢收抢种中，广大农

民既有小麦丰收的喜悦，也有疑惑

和担心：秋粮种啥才能赚钱？

一季小麦的收入相当于全年种

子、肥料、机械投入，秋粮种啥最赚

钱 ，决 定 着 农 民 一 年 的 种 地 收 益

率。按道理农民不该为秋粮该种啥

而发愁，因为玉米是我省秋粮的主

要品种，去年我省玉米种植面积超

过 5000 万亩。事实却是，玉米价格

从去年七八月份的每斤 1.12 元，跌

到如今的每斤 0.8元以下，玉米价格

的持续走低，让我省不少农民有些

茫然：今年玉米怎么种？秋粮还能

种什么？

农民为秋粮该咋种而作难，折射

出一个共性问题：怎么种地才赚钱。

如今从种地到卖粮，由于国家有相关

的一系列补贴政策来兜底，种地确实

不赔钱了，但是如何持续增收却是一

个大难题。种地之所以收益减少，在

于成本的增加。6月5日《人民日报》发

表的河南、山东两个粮食大省调查报

道指出，“流转成本太高，人工成本涨

得快，粮价又在跌，多重挤压……种地

成本有多高？延津县农林局做过统

计，按小麦、玉米两季算，普通农户不

算人工，平均每亩生产性成本890元。

每亩有120元的补贴，去年算下来亩均

收益1094元，同比减少350元。”

找到症结，才能对症下药。解

决怎么种地才赚钱这个大问题，把种

地成本降下来是关键和核心。顺应

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大势，我省

一些地方和很多种粮大户通过调整

种植结构和提高机械化程度，有效降

低成本。用优质小麦种植替代普通

小麦，从卖原粮到卖种子，每斤收购

价能增加0.1元到0.2元；用无人机替

代人工喷洒农药，每亩地可节约成本

10 元；购置大型农机实现从种到收

的全程机械化，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双降，使用玉米收获机械，省去人工

剥皮、晾晒、脱粒等作业成本，每亩地

节省成本 100 元左右……我省的既

有实践经验表明，在种粮大户和单个

家庭为主体的格局下，降低种地成本

要想立竿见影，必须发力农业供给侧

改革，从而降低生产资料费用，优化

生产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怎么种地才能挣钱，让我省农

业发展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再次凸

显，这就意味着根本解决之道，是加

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结构促转

型，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可持续的

现代农业体系。如今，我们有诸多

解决问题的有利因素：粮食生产核

心区的国家战略，让我们有坚强的

顶层制度设计支撑，建设“现代农业

大省”的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给我

们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办法。在这

个三夏行动起来，是化解农民心头

之惑的极佳时机。

土能生金，寸土寸金。加快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既能让农民种

地有劲头，更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不

断攀升。4

□雷钟哲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粽子蒲
酒格外香。再过几天，我国传统
的端午节就要到了。精明的商家
盯着端午食品，热闹促销。雄黄
酒、菖蒲酒，五毒饼、咸蛋、粽子及
时令鲜果，都成为这个时段消费
主角。然而，“吃什么”只是节日
的外壳，“为什么吃”才是节日的
内核。

如今端午节的“热度”，似乎
赶不上“情人节”、“母亲节”、“父
亲节”、“万圣节”、“愚人节”……
不是说这些舶来的洋节有何不
好，东西方文化，本来就是在相互
碰撞、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
融合中灿烂繁荣的。但是，过洋
节时用“消费”孝敬父母的同时，
也别忘了端午节的孝敬内涵，或
者完全让粽子的香甜冲淡了粽子

爱国主义的寓意。
端午节是一个意蕴独特的节

日，既有热烈奔放的一面，也有凝
重端庄的一面。划龙舟的热闹与
祭祀屈原的凝重，使这一节日意
蕴丰满，价值、影响不可低估。亦
因此，端午节自2008年起被列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为全民所共享；
2006年 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 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
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其中
就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与中国传统的春节、清明节、
中秋节相比，端午节浓缩的更多
的是爱国情怀（祭奠屈子）、族群
凝聚力（龙舟竞赛）等。依附于端
午节的许多美丽传说，就是老百
姓的朴素心愿和精神营养，是代

代相承的文化基因，自然也是中
华优秀文化的结晶。一个国家五
千年文明从未间断，靠的就是文
化的力量。而传统节日的丰厚内
涵，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影
响力不可忽视。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
体，重视利用这个载体，张扬它的
本源价值，对今天犹有意义。我
们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借
助德治与法治的力量。所以，我
们应当给节日注入更为鲜活的内
容，采取更多的形式，使文化根脉
更加厚实，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成为民族心灵的寄托和情感的慰
藉。就像“网络中国节”系列专
题，秭归县举行的“2016屈原故里
端午文化节”那样，开展一系列主
题活动，弘扬传统爱国精神，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端午节
凝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4

种地赚钱靠农业供给侧改革

过端午节更重文化传承

“慎”哪里去了？

湖南省怀化市纪委日前通报一起父子顶风违纪严重干扰换届工作的案
件，儿子想在换届中换个“好位子”，爱子心切的父亲想出发帖诋毁别人的“鬼
点子”。4 图/朱慧卿

在种粮大户和单个家庭

为主体的格局下，降低种地

成本要想立竿见影，必须发

力农业供给侧改革，降低生

产资料费用，优化生产结构。

爱心送考传递温暖

肾哪里去了？安徽宿州患者刘永伟右肾“失

踪案”，经第三方医疗机构检查，确认术后右肾存

在，只是移位、变形、萎缩了。当事医生胡波将向

相关媒体提起诉讼，要通过法律方式“争取医者的

尊严，使涉医报道尊重事实”。

回看媒体报道，似乎证据确凿，逻辑严密，可

为什么竟背离事实，惹上官司呢？

《孔子家语》上有个故事：孔子与弟子受困，七

天没进食，讨点粮食，做熟了饭，孔子却看到颜回

伸手从锅里抓把饭塞到嘴里，孔子很生气，但还是

先调查，才知道灰尘弄脏了饭，扔了可惜，颜回就

把脏饭吃了。于是孔子感叹：“所信者目也，而目

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

之，知人固不易矣。”知人不易，察知实情也不易。

笔者入新闻行时，老记者一再告诫，新闻要视

真实为生命，不能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被人当枪

使；尤其是批评稿子，一定要与被批评方见面，至少

要有三方面的证据，当事人双方和独立的第三方。

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人命关天，不可不慎！

“丢肾”报道，看似很扎实，实际上却忽略了第

三方，并在情感上盲目倾向于患者，才造成了报道

失实。其实，近年来比这更不堪的反转新闻有很

多：女子“为救人被狗咬伤”，实则是图谋捐款；中

国老人在日本“碰瓷”，其实是真的被撞伤……这

些报道都让媒体形象大损、公信下降。新闻的真

实，记者的担当，媒体的慎重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个别记者或自媒体人偏听偏信，是表面原因。根

子还在当下一些媒体的浮躁病。有些媒体只重视

考评记者写稿数量，轻忽质量；只想哗众，不重社

会责任，促使记者求快求奇，不重真实。

刘永伟丢失的肾找到了，媒体要找回丢失的

“慎”，务必在新闻理念上回归，把社会责任放到第

一位。2 （吕志雄）

高考期间，郑州增开 5438 车次公交，组织
2000台出租车送考，考生及家长可免费乘坐这些
车辆及地铁。（见6月6日《河南法制报》）

据悉，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活动已接力 16

年，让爱心不断传递，对营造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不可

估量的作用。高考从来不只是学子们的考场，也是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考场。百城百台爱心送考活

动是社会成员的答卷，这答卷写满了爱心、和谐，标

志着社会互帮互扶的温度。让高考成为一个传递

正能量的载体、一场弘扬文明美德的接力，那么我们

的社会就会更温暖、更和谐、更美好。4（桑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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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立足三农服务立足三农服务 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张丽娜 辛莉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下辖 17家
二级分行、3家直属支行、2291个营业
网点。围绕省委、省政府“稳增长、调
结构、强基础、促改革、惠民生”的工作
部署，该行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己
任，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不
断加大资金投放力度，通过产业扶贫
等有效措施，发挥金融扶贫的重要作
用，为“四个河南”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扶持特色产业
发力精准扶贫

发展特色产业是支持农村地区群
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是涵养农村
区域金融基础的重要方式，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积极扶持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通过产业扶贫，扶持了一批带头
人，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帮助贫困户
实现了“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茶产业是信阳市发展特色农业经
济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多年来，邮
储银行信阳市分行不断加大支持茶产
业发展力度，通过创新信贷产品、畅通
服务渠道、增强服务水平，满足广大茶
商客户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截至目
前，已累计发放面向茶农、茶叶经销
商、茶叶种植大户、茶叶专业合作社、
茶企等经营主体，涉及茶叶种植、加
工、销售等环节的各类贷款4亿余元。

为了支持茶产业发展，该行组织人
员深入茶叶市场，进行调研、分析与论
证，积极向上级行报送关于茶叶行业小
额贷款要素调整的申请。茶农贷款额
度由最初的5万元增加到20万元，同
时引入集体土地上房产抵押，单笔小额
贷款额度提高至30万元。对于优质老
客户，不仅在利率上进行下浮，在贷款
金额和期限上也提供更多优惠。

近年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持续上
升，原有的小额贷款由于金额小，难以
满足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三农”贷
款的新途径。在对当地茶产业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该行又陆续开办了林权抵
押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专业大
户贷款等业务，贷款额度最高可达500
万元，这些产品的推出，为林农、林企提
供了较为广阔的融资空间。截至目前，
该行已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合作社

贷款等162笔6500余万元。
叶晴友是信阳市扶持茶产业，发

放林权抵押贷款的受益人之一。在信
阳浉河港从事茶叶种植、加工及销售
的叶晴友，2009年听说邮储行开办小
额贷款业务后，申请了 5万元的小额
贷款，体会到了邮储银行信贷产品的
快捷与方便。随着邮储银行对小额贷
款产品要素的不断优化，叶晴友从最
初的 5 万元贷款额度，提升到 30 万
元。贷款额度不断提升，叶晴友在生
意方面也是如鱼得水，经营规模不断
扩大，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

发展特色支柱产业，解决了贫困
人口就业难题，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找到抓手。事实证明，通过产业扶贫，
贫困村、贫困户才能在脱贫的道路上
走得更快更远。

支持实体经济
惠及一方百姓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
伏瞻曾经强调，要进一步扩大融资规
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各金融机构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化资源配
置，把更多资金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小微企
业、“三农”金融服务，积极发展普惠金
融，切实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
性和满意度。

金牛大别山农产品现代物流中心
是省政府2013年度重点项目之一，是
信阳市全力打造的全国南菜北运、西
果东输的物流中心枢纽，是信阳市城
区市场外迁的首个大型批发市场。该
园区目前已进驻商户466户。2015年
1月初，邮储银行在园区内建成南京路
支行大别山金牛物流园金融服务站，
延伸物理服务网络，做好“最后一公
里”金融服务。

邮储银行信阳南京路支行行长苏
曜介绍，去年，该金融服务站2台自助
存取款一体机共发生交易 50670笔，
其中账务类交易 29940笔，交易金额
达到 1.7亿元。因金牛山物流园离市
区有将近20公里的路程，附近银行机
构较少且分布较远，该站的运营不仅
切实解决了市场客户办业务距离远、
成本高、费时费力的实际难题，该行也
引导周边农村客户在服务点支取低

保、养老金，解决因路程较远带来的不
便，提升了邮储银行普惠金融的品牌
和社会形象。

漯河围绕全市 20余家国家和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200多家劳动密
集型小企业、300多个到户增收扶贫
项目，开展扶贫开发“百千万”活动融
资推荐项目客户名单摸排活动，分类
建立扶贫开发工程营销数据库，对目
标客户实行动态、名单制管理，召开推
介会和银企对接会，搭建批量化营销
平台。活动开展以来，该行已累计支
持农户和小微企业主 110余户，累计
发放3645万元。

漯河市阳光禽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企业于2010年4月首次与邮
储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当时企业的发
展已初具规模，但受经营场地限制，在
现有场地内扩大鸡舍已不现实，因此
需要翻建厂房并建造新的现代化鸡
舍，客户在得知邮储银行贷款政策之
后，以企业主个人的身份申请了该行
的商务贷款，通过首次合作，企业主对
该行的贷款产品和信贷服务十分认
可。2011年，该企业又以单位名义在
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了小企业法人授信
贷款，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
购置了一块土地，建造了更为舒适便
捷的办公场地和鸡舍场地，并下设六
处分场，目前企业规模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产业
化的扶持力度，阳光禽业有限公司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利用现代化家禽养

殖和休闲度假观光等项目有机组合，
发展主题休闲农业庄园项目，创造科
技和传统、人与乡村的和谐之美。

培育涉农龙头企业
发展致富带头人

太尉镇蔡营村地处舞阳县城北
部，全村 447户 1837人，从事木材加
工的有 16户，养殖 7户，其他 6户，年
初贫困人口 152户 470人，目前邮储
银行发放扶贫贷款14笔，帮扶贫困人
口 70人。客户关胜利经营木材加工
生意，有 10多名员工，该客户属于专
业大户，取得 10万元贷款后，采用务
工或者分红的形式，带动5个贫困户，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贫困户依附于专
业大户，具备劳动能力的，可以务工，
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可以采用分红的
形式得到不低于1000元的收入，实现
了精准扶贫。

金融活水润农户，扶贫拓开幸福
路。邮储银行通过精准扶贫，持续支
持培育，培养一批致富创业带头人，从
而带动一个产业、一大批贫困户参与
到产业链条和创业过程中，大幅提升
了贫困户增收创富的水平。

2012年，驻马店市国丰农资有限
公司取得邮储银行 170万元授信，当
时的法人李界峰带着他的致富梦走到
了农村。前期李界峰在诸市的魏庄投
资 500多万元，建了 100多亩的蔬菜
温棚，带领当地附近两个村庄的农民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3年李界峰
又跨了一大步，以名下公司河南益农
丰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遂平酒流赵
庄承包 1000亩地做蔬菜、苗木、花卉
的种植和销售，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资金的缺口也越来越大，2013年 7月
份邮储银行又向李界峰的项目增加授
信364万元，2013年年底河南益农丰
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荣获河南省驻马
店市龙头企业，遂平赵庄的益农庄园
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支持和参观项
目，带动当地1000多名农民致富。

搭建“银行+”模式
开创扶贫新格局

如何解决金融扶贫过程中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实现批量扶贫的效果，是
当前金融扶贫的难点。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积极和政府、同业、担保公司合
作，通过搭建“银行+”模式，通过信息
的交流碰撞去伪、去粗，进一步明确供
需双方的所予、所需，形成了以点带
面、连点成片的扶贫工作新格局。

加强银政保合作，加强信贷与保险
合作创新，利用好国家对农业政策性保
险、贫困户保证保险保费补助等政策，
有针对性地推广保证保险小额贷款。

加强银银合作，发挥好邮储银行
网点网络优势，加强与政策性金融机
构对接，做好政策性金融机构精准服

务辅助服务工作。
在邮储银行的支持下，由政府提

供担保金担保，解决了泌阳县杨集乡
村民张韬的烦恼。

张韬的家庭农场流转了 2600亩
土地，种植规模大，集种植、购销于一
体，并带动周边普通村民实施规模种
植。随着规模的扩大，张韬想进一步
扩大规模，在原有种植的基础上升级
生态种植，但苦于资金短缺，多方筹措
无法获得资金支持，从金融机构贷款，
又因找不到公务员及抵押物担保，多
次申请均未成功。今年 1月，张韬获
悉邮储银行专门为种植、养殖大户设
计了“惠农贷”贷款产品，由政府提供
担保金担保，不需要抵押，便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到邮储银行泌阳县支行申请
贷款，当天，邮储银行的信贷客户经理
就到张韬的经营场地和家中进行了实
地调查，一周后，张韬接到了邮储银行
的放款通知，成功为其发放贷款70万
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深植农村，硕果低垂。沾染着朴素
的泥土气息，邮储银行的服务让农户伸
手可及。通过灵活的信贷政策，邮储银
行河南省分行调动更多的资金和力量，
培育特色产业、涉农龙头企业、专业大
户，将过去“输血式”扶贫改为“造血式”
扶贫，有效带动了一批贫困人口摘掉了
穷帽子，拔掉了穷根子，与全省人民一
起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金融扶贫 让农民致富路越走越宽

邮储银行推出的林权抵押贷款，有力支持了信阳茶产业发展。

在邮储银行的扶持下，农户张韬的家庭农场规模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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