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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基层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淅川县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强县富民的调查

这样的“保险”必须杜绝

□本报记者 刘新平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任振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
水源区淅川县，尝试将乡村旅游业与休闲
农业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截至2017年 10月，淅川县共接待游
客约 51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0.1 亿
元，带动农民就业2.67万人。初冬，记者走
进淅川，探寻其强县富民之路。

旅游春风让山货变成“金饽饽”
过去的淅川，卖特产的，寂寞地吆喝着

特产；卖风景的，默默地卖着风景。但如
今，农旅融合模式，打破了这种各自为营的
局面，让乡间农产品不再愁销路，摇身一变
成为游客热捧的“金饽饽”。

自今年春天以来，淅川县仓房镇溪谷
村便热闹非凡。原来，该镇通过“一村一
品”特色农产品展销会和当地旅游业“联
姻”，借丹江“坐禅谷”景区人气，大力为当
地软籽石榴、黄金梨、红心猕猴桃、野生茶
树菇等生态农产品“吆喝”。不仅游客不
断，山货也十分俏销。

“现在软籽石榴等山间土特产有了品
牌，加上景区支持，销售十分火爆！”仓房镇
溪谷村村主任徐长虹告诉记者。

不单一个溪谷村。当得天独厚的山水
资源滋养的山间土货借农旅融合的道路打
开更大市场时，淅川的生态精品农业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

何清波的铁皮石斛养殖基地坐落在生
态环境极佳的毛堂乡龙湖村峡谷里。走进

这方铁皮石斛基地，一个个大棚鳞次栉比，
山上引下的泉水汩汩流淌其间。“这些野外
原生态培植的铁皮石斛，吸收着优质空气
中的养分，享受着山涧活泉水的浇灌，施用
绿色有机农肥，其品质堪比野生铁皮石
斛。”何清波自豪地告诉记者，借助淅川绿
水青山的金字招牌，不用打广告，也有源源
不断的客商上门高价收购。

值得一提的是，淅川县打造的区域公用品
牌“渠首丹江”，正在实现山区“土货”的华丽蝶
变。截至目前，已有78家会员企业、600多个
产品加盟，今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达2.3亿元。
这些原本隐匿于大山深处的“绿色宝藏”，随
旅游的春风走向天南海北，走进千家万户。

生态农业激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客来庄前无需问，茶香便是引路人”。

地处淅川县深山区的毛堂乡板山村，有着
200余年的种茶历史，其新茶“板山毛尖”香
飘大江南北。而今，坐拥11.6万亩茶园的淅
川县，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茶叶销售，还把纯
粹的茶产品融入文化、旅游等元素，打造“茶
休闲生态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眼见为实，如果不来，我不会相信网
络上的照片是真实的。”绕着板山茶园骑车
穿行一圈后，来自北京的游客吕娜由衷地
感叹这里的好山好水。和吕娜一样，被茶
园风光吸引过来的人不在少数。记者了解
到，去年，板山茶园凭借着独特的骑行条件
和秀丽的山水，共接待游客8.6万人次。

而在淅川县上集镇竹园村，与茶打了
一辈子交道的李建华，也尝到了茶文化旅
游的甜头。

上世纪80年代，从国营茶厂下岗后的
李建华继续做起了茶叶生意，如今已拥有
观光茶叶基地 1000余亩和一个以茶为主
题的丹阳红庄园。“我们的茶叶基地吸引过
来不少游客，现在光庄园内的产销区一年
就有两百来万的收入。”李建华喜不自禁。

记者了解到，目前淅川县已建成马蹬
镇丹江大观园、金河镇竹博园、九重镇万亩
软籽石榴园等106个高品质休闲观光农业
区(点)，总面积逾16.2万亩。

与此同时，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
的方式，淅川逐步形成中国(渠首)石榴节、
丹江柑橘节、西簧猕猴桃节等颇具地方特
色的农业节庆品牌。在淅川，生态农业正
为当地旅游业注入着全新活力，让“青山”
源源不断捧出“金山”。

融合发展瓶颈需打破
农旅融合发展势头很好，然而，经过调

查走访，记者发现，其面临不少瓶颈制约。
11月 7日，记者来到该县香花镇浩溪

村的锦富源果蔬合作社基地。合作社理事
长荆玉新介绍，百合市场前景看好，他今年
新流转 100多亩土地，建成食用百合种植
基地，带动周边群众加入到百合种植行列，
但群众遇到不少问题。

西簧乡泉源村佳璐花卉农业园的百合
种植大户杨海江介绍说，种植百合的经济
效益确实不错，一般每亩地可栽植百合2万
株左右，亩产鲜鳞茎 1000公斤左右，虽然
杨海江期待百合事业“触花”怒放，但他想
实现更大的梦想，却有些难度。

“缺管理，少人才，无经验可借，这是我

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基地坐落在乡
镇，又是农业项目，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
关于管理，我们也一直处在小作坊式的家
庭式管理阶段，暂时无法进入到完全商业
化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管理落后还是人才
的缺失，都牵绊了发展的脚步。”杨海江说。

“缺科技、少规划是发展的另一个瓶
颈。”上集镇李营村草莓种植大户李宏彬告
诉记者：“虽然草莓的经济效益比种玉米高
三五倍，但它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也比种植
玉米多。果熟时，游客太多接待不过来，等
果没了，我们就闲着无事可做。想把事业做
强做大，单独的草莓采摘是不够的，我们要
进一步扩大科技支撑，还需要更好的规划。”

据淅川县委农办负责人介绍，专业人
员缺乏造成休闲农业管理比较粗放，服务
水平较低，影响着休闲农业上档次上水
平。由于农作物成熟期过于集中，造成园
区经营忙闲不均。一方面因品种少，出现
受农业季节性瓶颈制约而使资源闲置；另
一方面因档次低而造成吸引力不大，游客
停留时间过短，消费减少，园区效益低下。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瓶颈，
已引起当地高度重视。淅川县旅游局负责
人介绍，针对“缺科技、少规划”的问题，淅川
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特点，已经将休闲
农业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
用、农业发展、旅游业发展等总体规划，提高
规划的整体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持续
性。在打造淅川特色方面，明年县政府对于
休闲农业创意产品及休闲农业文化遗产挖
掘等，将有专项资金重点扶持。9

□刘新平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已经启动，

按照缴费标准，城乡居民每人每年 180 元。可是，临颍县

的一些乡镇村民在缴纳 180 元费用时，还要另外缴纳 10 元

钱的保险费，还“必须得缴”。并且村民们缴完这 10 元钱

的保险费后，仅收到一张收据，没有正规的发票和保险手

续。（11月15日《漯河晚报》）
对于这样的“保险”能否起到保险的作用，村民们是很

担心的：“缴了钱，最起码给个正规发票，还有保险手续吧，

将来用得着的话，没手续怎么享受保险啊？”其实有这样想

法的，恐怕不仅仅是“被保险”了的村民，稍微有些保险常识

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既然村民们是“被保险”，“投保”的手续不正规，没有合

同，显见并非出自村民们的本意，那么，这些村民为啥又“被

保险”了呢？

临颍县地税局有关人员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似乎

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当初有一家保险公司的人员找到我们，想

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捆绑统一缴纳，被我们拒绝了。”

地税局拒绝了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是有什么人接受

了这种做法，并且将其付诸实施了呢？这并非臆想。

其实，有时候必要的人身保险还是必要的。为了增加收

入，不少村民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所做的许多还是具有一

定危险性的高空作业，比如高楼清洁、高空脚手架作业等。

只是，购买相应的保险，必须按照规矩来，而不是和国

家规定的利民政策进行捆绑。若这样，除了有“搭车收费”、

增加农民群众负担的嫌疑外，保险公司和负责收费的人员

是不是还有利益关系，恐怕也是不能避开群众怀疑的。

一份 10 元钱的保险，看似金额不大，却关系到千家万

户，更关系到民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更加自觉地维

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

为。”要想杜绝类似“被保险”这样的“搭车收费”现象，仅靠

一纸文件或靠一些人自觉，显然不现实。

这时就不仅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要发挥重要的监督作

用，乡镇一级的党委政府也应主动发挥其管理职能，要能预

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让群众有知情权与选择权。对于哪

些钱该交，该交多少钱，哪些收费属于自愿，要让群众清楚

明白，否则，就会让一些人钻空子。

本该属于市场的东西，就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

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唯有公开透

明，才能让人民群众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拒绝掏腰包。

一份金额不大的保险，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是

关乎民心的大事。我们党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不断迈进，努力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乡

镇一级政府还是村“两委”，都必须按照纪律和规矩来，绝不

能容忍“搭车收费”乱作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发展带

来的成果，拥有更多获得感。9

快递过度包装“瘦身”
须完善法制

“双十一”扫货“狂欢”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快递大潮。
一个朋友在“双十一”买了几双手套和一点零食，但纸

箱却是一大堆。几双手套竟用了一个鞋盒大小的纸箱包
装，还用胶带反复缠绕。

快递过度包装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像“几双手套却
用鞋盒包装”就显得有些过分了。

我国虽然也有关于规制过度包装的法规文件，但这些
规定很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对电商物流业却没有明确限
制。就实际情况看，有些规定，远远跟不上现在电商物流业
的发展，加上执法落实不够有效，使得关于过度包装的规定
流于形式。

要想有效遏制诸如“几双手套用鞋盒包装”这样的电商物
流业过度包装现象，发展“绿色物流”，关键和基础性的工作，
就要在电商物流业包装标准的制定和提升执行力等方面发
力，用法治的力量让电商物流快递等过度包装有效“瘦身”。

首先，要严格和完善、落实以往生产企业的包装规定，尽
可能出台更多行业包装标准，这是快递业整体包装“瘦身”的
制度和执行基础；其次，要针对电商物流业，出台明晰的行业
包装管理办法，切实提升法律针对性；再次，出台明确的商品
和物流包装规定监督不力追责细则，通过监督不力问责压
力，促使相关规定的深度全面落实。9 （余明辉）

农村生产安全不可小觑

前不久回信阳老家探望双亲，
和村民聊天时，得知在今秋板栗收
获季里，因上树采摘板栗摔伤的村
民有不少，摔断腿、摔伤胳膊的不
说，有个村民摔断脊梁骨、3根肋骨
戳伤肺部，至今还躺在病床上。

还有一家茶叶种植户，请人用茶
树修剪机修剪茶树时，快速旋转的刀
片脱落，击中站在旁边男主人的头
部。经抢救治疗虽没有生命危险，却
留下这个村民从此再也不能下地劳
动的终生遗憾。

在农村，尤其是在山区农村，因
安全措施不力或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导致在山上作业时受伤之类的安全
事故频有发生。

现在，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独立生
产作业较多，人们生产过程中缺乏

“安全”保障意识，处于“自以为是”的

侥幸状态中。比如爬树采摘，乡亲们
大多不会用绳子等做安全保护措施，
自认为“会”爬树，“不会有事”。还
有，不管有没有驾驶证，有的甚至还
是未成年人，就开着农用车辆在山
区上道路行驶。总以为山里是山高
皇帝远——乡下没有交警，却不知一
旦发生事故，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多
大的伤害。

建设新农村，让农民过上幸福安
康生活，安全工作不可小觑。防洪、
防火、防触电、防农药中毒等，都要重
视。在这方面，乡镇和村委会除了做
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常识宣传，在农忙
季节应加强巡视，特别是对那些经常

“爬高下低”的生产作业，更应做好安
全保护措施，教育村民从思想上提高
安全意识。让乡亲时刻绷紧“安全”
这根弦。9 （陈辉）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办事处辖区内融兴
花园小区的业主。近一段时间，因为小区门前的丰
庆路拓宽，小区大门被拆除改造。但在小区大门改
造后，小区三名业主却以“业主代表”的名义，联合物
业公司对小区车辆出入卡收费，对不缴费的业主，禁
止其车辆出入，对此，部分业主意见很大。

2016年底，由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撤出，小区
三名业主主动出面参与融兴花园小区管理。今年11
月初，在未经任何公示、公告情况下，其中一名业主在
小区业主群里突然宣布：小区新装的大门道阐，居民车
辆出入卡每张收费100元。其他业主提出质疑，这三
人要么说100元是进价成本（后来改口进价成本80
元），要么不予理会。过了几天，另一业主又在业主群
里宣布：凡不购卡的一律禁止出入。业主多次将此情
况向所在社区居委会反映，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其他业主意见很大，主张收费的业主却声称：在
小区大门改造中，办事处并没有给安装门禁的钱；对
车辆出入卡多收的费用，用于补贴安装门禁。

既然是改造大门，拆掉原来的大门后却不负责
安装新大门，装大门还要对居民收费，有这样的改造
吗？我们将情况反映到东风路办事处，办事处有关
人员对我们反映的情况却遮遮掩掩。

我们费尽周折查到的一份协议显示：金水区城建
局、东风路办事处等为融兴花园大门改造拟拨付工程款
4.75万元，而在该协议上，有两位“业主代表”的签名。
有关人员告诉我们，小区车辆和行人出入的蓝牙卡成
本，理当包含在城建部门拟拨付的大门改造补偿款里。

按照《郑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推广使用集成电
路卡(IC卡)的，按业主实际使用数量免费发放，丢失
补办的可按成本价收取费用。按照这个规定，我们
根本不应该再交进门费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谁来管。9

这事儿该谁来管

来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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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小区里，窨井盖是不会引人观赏的。但在省供销社社区大院里，大家伙儿却被窨井盖吸引，一个
个在窨井盖前驻足围观，有的还拿起相机拍照发微信朋友圈。这是因为，窨井盖上有机器猫、小鲨鱼、小猴子、白雪公主
等卡通形象，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卡通画是社区联合社区青少年志愿者的创意涂鸦。

为了提高居民安全意识，将社区内的窨井盖进行涂鸦装饰，不仅引起居民关注，而且大家看到志愿者们的付出，也会
减少踩踏井盖的行为，爱护社区公共设施。9 陈亚萍 摄

卡通画上了窨井盖

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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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了我们3年的工钱终于拿回来了，真是感谢武陟法院！”11月 21日，农
民工代表王路生从武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王小四手中接过200多万元执
行款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天，该院共为农民工集中发放执行款440余万
元。

王路生说，他在2012年领着200多名农民工在咸阳古建公司河南分公司
工地干活，工程结束后，这家公司却总是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不支付工资。无奈
之下，他只好将其告上法庭。

判决生效后，涉案公司均未履行判决义务，王路生随即申请强制执行。
由于此案涉及农民工数量众多，武陟县法院成立了专案执行小组。执行干

警辗转河南、陕西两省多地查找线索，终于发现该公司在咸阳有一块面积一万
多平方米的土地被查封。经过与当地法院和抵押银行沟通，随即对该土地进行
了查封。今年，该院依法将该土地拍卖了290万余元，并将执行款进行了发放。

今年以来，武陟县法院针对涉农民工权益案件多措并举，切实保障了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开通绿色通道，案件执行设立时间限制，形成“快速立案、快速
执行、快速兑现”的模式，提升了案件办理速度。重拳打击赖账者，将被执行人
依法纳入失信名单，实时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有效避免被执行人转移财
产。严格限制“终本”案件数量，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对已经恢复履行能
力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 11月，武陟县法院实际执结案件 1832件，执行到位金额 9485万余
元，为300余名农民工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冯佳志 毋昆）

武陟县法院为农民工讨薪 集中发放执行款440余万元
为推动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近日，开封顺河回族区教文体局纪委在辖

区各校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到试点抽样学校——开封市第十八中学进
行专项检查。检查组一行查看了收费公示栏，并走进教室实地查看部分学生教
辅使用，询问学校服务性代收费情况。实地查看结束后，举行师生座谈会，十八
中校长汇报了教育收费工作情况。该校规范办学行为，积极成立治理教育乱收
费领导小组，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广泛听取学生及家长的意见，坚决执行公示公
开、阳光收费，从根源上杜绝教育乱收费问题，成效显著。教文体局纪委将以本
次试点抽样检查为契机，深入开展辖区各学校的教育乱收费检查，对存在乱收
费行为的学校严厉惩戒。 （王胜华）

开封顺河区教体局抽样检查教育乱收费问题

中止公告
我公司于2017年 11月 19日在本公司网站及《河南日报》发布了《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医疗板块改制资产转让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7]
80号）转让信息。现接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按照河南中原产权交
易有限公司《企业产权转让中止和终结操作细则》相关规定，决定中止该项目交
易。待导致项目交易中止的情形消除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