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12月 11日，桐柏县大
河镇泉水湾村的党群服务中心里，充满了暖意，在冬日阳光
的照耀下一切显得充满生机，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现
代农业贷款工程桐柏扶贫带贫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大河
镇的76户贫困户每户领到了3000元的扶贫款。

“马上到新年了，这3000元不仅是对我的关怀，更是对
我的鼓励，我会加把劲儿把我的香菇大棚种植好，争取明年
摘掉贫困户的帽子。”泉水湾村的贫困户马哲平说。年近六
旬的马哲平家因病致贫，在村里的帮扶下，去年开始种植香
菇，通过村里香菇产业的发展实现脱贫的目标。

在泉水湾村像马哲平一样的贫困户还有 102户 304
人，作为全县的64个定点扶贫村之一，泉水湾村目前正在
采取发展香菇、木耳等食用菌产业，及利用光伏发电增收等
方式实现脱贫。

据了解，国开行现代农业贷款工程由我省农业发展促
进会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实施，旨在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
贵的难题。由政府主导成立省、市(县)农业发展促进会，作
为金融支农服务平台。市(县)农业发展促进会在当地筛选
信用良好的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作为支持对象；由省级
促进会组织农业专家评审，保证选择的项目符合专业趋势
和方向；最后国开行批量审批贷款，并给予政策性优惠。

此次对大河镇贫困户的帮扶是国开行助力脱贫攻坚的
一个缩影，国开行在保证对涉农中小微企业给予贷款的政
策性优惠的基础上，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带贫，此次在桐
柏县发放的扶贫款就是由国开行在南阳扶持的19家企业
提供，为保证企业扶贫带贫能够落到实处，扶贫款的发放由
为企业提供担保的河南信达担保有限公司统一集中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政府、银行、企业、
贫困户之间的互联互动，在切实解决企业资金需求的基础
上，既实现银行的风险可控，又实现企业对贫困户的持续带
动作用，真正让贫困户在脱贫的道路上实现从‘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国开行河南分行相关负责人说。8

听师德典型怎样爱岗敬业
南阳市中小学师德巡回报告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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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九大专项 谱写南阳新篇章⑤

12月 1日，由南阳市政府主办，南
阳高新区管委会和中关村 e谷承办的

“2017中国(南阳)区域合作与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在中关村 e谷(南阳)软件创
业基地顺利举行。该论坛以“京宛协
同、共赢共创、中原硅谷、南阳起航”为
主题，聚焦软件、动漫、大数据、智能制
造等产业。软件行业作为一个快速发
展的新兴行业，其高渗透性、高附加性、
高效益性、绿色环保的行业特性，与南
阳产业转型的需求完美契合。在京宛
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关村e谷与南阳高
新区在短短的一年合作中优势互补，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

京宛合作走过了三年，如今已不再
是简单的帮扶和支援，各方面的合作正
在走向深入。南阳市政府京（津）宛协作
办公室主任李占奇介绍：“目前，我们结
合双方的优势，围绕非首都功能疏解和
产业提升转型的承接，加快科技成果转
换，向北京引智引技。”

4月 6日，南阳市政府与北京碧水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了总投资95
亿元的南阳膜产品研发制造基地及生

态环保治理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水
处理膜产品研发制造基地和参与南水
北调中线区域污水、湿地、河道和县、
乡（镇）黑恶臭水体治理等。建成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3 亿元，提供近
1000人的就业岗位。据了解，按照疏
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碧水源要把北
京怀柔的膜产品研发制造基地全部迁
出。京宛对口协作为碧水源提供了新
的研发制造基地，也将带动南阳环保
产业发展，改善水源地乃至河南省域
内水生态环境。

据了解，目前，南阳市已与北京市
国资委进行了对接，摸清了所属北京56
家大型国企的科技、产业优势，为有针
对性承接北京市产业提升转移奠定了
基础。南阳防爆集团、淅减、中光学集
团等一批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骨干
企业也与北京有关企业进行一对一的
合作，引进优质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
壮大了一批装备制造企业。京宛合作
已在科技、文化、医疗、环保等领域遍地
播散下希望的种子，一朵朵承载友谊和
希望的鲜花正次第开放。8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卢涛 王亚南

“今年夏天,家里的小麦受了灾，幸好有
农业保险，帮我挽回了一部分损失。平时我
在村里做协保员，负责村里农业保险的接报
案、第一现场保护等之类的工作，一年能得
到600元左右的劳务费。”12月10日，内乡
县师岗镇付王苗村的贫困户常晓告诉记者。

今年年初，人保财险南阳分公司与内
乡县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选择在该县
王店镇、师岗镇、灌涨镇、赵店乡实施“保
险+就业”双保障扶贫新模式，县政府为 4
个乡镇的20.75万亩小麦和21.32万亩玉米
投保政策性种植业保险，不仅解决了贫困
户因农作物受灾导致贫困加剧的问题，还
将贫困户户主纳入协保员队伍，为其提供
一定的就业机会，保障了3740户 10593名
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

“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就是要让贫困户
脱贫更有底气，为贫困户织密脱贫的保障
网络，实现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转
变。”南阳保监分局办公室主任张青华介
绍，南阳保险业在脱贫攻坚中，正在用不断
创新的产品、多元化的服务“组合拳”让困
难群众增强脱贫的底气。

其中,医疗保险是“标配”。今年,南阳
市在开展实施“医保救助工程”,为贫困户
筑起第四道医疗救助防线的同时，在南阳
保监分局的推动下，从去年下半年始，中国
人寿南阳分公司积极开发劳动力意外伤
害、疾病和医疗等扶贫小额人身保险产品，
相继与卧龙、唐河等11个县区的扶贫办签
订《扶贫小额保险合作协议》，截至 11 月
底，为全市 11个县区的 37.16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风险保障金额53亿元。

定制版服务，织密保障网。“今年连续
的阴雨天气，使唐河县龙潭乡的9万余亩秋
花生受灾，该乡的4170户农户投保花生险
245 万元，我们经过评估，按协议应赔偿
1300余万元，赔款在11月底已全部落实到
位。”中华联合财险南阳中支农险部经理马
晓颖说。截至11月30日，全市9家农险承
保机构已全部完成受灾花生理赔工作，
31.63万户受灾农户已全部拿到花生保险

理赔款1.5亿元。“靠天吃饭”是大部分贫困
户脱贫路上遇到的难题。如何破解这道枷
锁，南阳市保险业根据市场变化和贫困户
需求,“以创新应万变”，不仅对主要农作物
进行承保，同时向特色农产品拓展，因地制
宜，相继开发了香菇食用菌、柞蚕、猕猴桃
等特色农产品保险，实现了与贫困户精准
对接，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牢牢系好“安全
带”。除此之外，人保财险全省首张“扶贫
保”保单在方城县落地；中国人寿财险南阳
中支为南召县贫困户养殖类、林果类、菌类
三大产业中的 11个项目提供扶贫专属保
险产品，保险保障3998万元……一揽子产
业扶贫保险产品为贫困户脱贫注入了强心
剂。

“接下来要找出南阳保险扶贫工作可
推广、可复制的路子，让南阳保险业的扶贫
工作不仅‘花开满园’，还要‘四季芬芳’。”
张青华说。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2月 7日，记者从南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11月份，西峡食品农产品出口同
比增长173%，环比增长36%，以香菇和猕猴桃等为主的西
峡食品农产品出口突破1.2亿美元，其中仅香菇出口就达
到8745.6万美元，成为我省第一个单月出口过亿的县。

据了解，为促进农产品出口，近年来，南阳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采取了一系列帮扶措施，推动西峡县成功创建第一
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西峡县被质
检总局授予生态原产地保护示范区，“西峡香菇”“西峡猕
猴桃”走出国门，并受到海外市场欢迎。今年以来，西峡县
仅新增出口企业就达13家。目前，西峡县香菇从种植、采
收、加工、出口、物流、检验检疫、报关、退税等环节，已经形
成完整的产业布局，西峡县的出口企业在当地就能够完成
所有环节的工作。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吴树之）
“18年来，我倒下了再起来、倒下了再起来，从没有以工伤
自居；18年来，我强忍腰椎疼痛和大小便失禁的痛苦，始
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12月 12日，南阳市中小学师德报
告团成员来到南阳市西峡县，报告团成员郭春鹏的报告情
真意切，现场时不时掌声雷动，让在场教师们禁不住潸然
泪下。

12月 2日上午，南阳市首场中小学师德报告会在南阳
市十五小东校区拉开帷幕，12名报告团成员兵分两路，在
各个县巡回报告。截至12日，已经进行了17场，共有万余
名教师受益。

南阳市十三中一位教师含着泪说：“他们是我学习的榜
样，是前进路上的灯塔，让我在今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正是借此次巡回报告，进一步营造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的氛围，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南阳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南阳在狠抓教育质量提升的同
时，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涌现出全国教学名师杨文普、全国
第一批岗位学雷锋标兵、首届河南最美教师郭春鹏等一大
批师德先进典型，他们以良好的师德师风为教育系统赢得
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汇聚起推动南阳教育改革发展的正能
量。8

南阳市实现村村通客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高新海 崔

鹏)“12里山路7个坡，客难进人难出。”说起村里的公路，
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的村民们曾经有说不完的酸楚。深处
连绵起伏的岱军岭，子育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产业发展缓
慢，成了内乡县的贫困村。现如今，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5
公里的通村主干道成了畅通的柏油路，村里有了定点的班
车出入，不仅方便了群众的出行，也让村里发展起了薄皮核
桃产业，燃起脱贫致富的希望。

子育村是南阳市交通运输脱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截至
今年11月底，南阳市671个贫困村中，有606个贫困行政
村实现通硬化路，达到交通运输脱贫目标。原来由于路
况、客流等因素限制,227个行政村不通班车，今年,通过
采取预约班、假期班、赶集等形式开通，现已全部实现2公
里以内能够乘坐班车的目标，达到交通运输脱贫退出标
准。这也标志着南阳市所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客车。
同时为了有效解决农村邮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南
阳市进一步加强农村投递网点、村邮站和便民服务站建
设，所有行政村直接通邮率达到 100%，实现交通运输脱
贫退出标准。8

农产品出口单月破亿
西峡县力拔头筹

一渠连京宛 协作见真情
——京宛对口协作助力南阳建设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

南阳保险

为贫困户织密脱贫保障网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12 月 12日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通水三周年纪念日。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
干渠穿越南阳境内 8 个县（市、
区）27个乡镇。作为主受水区，
三年来，北京市已受水超过15亿
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水资源压
力。因这一泓清水的情谊，京宛
两地围绕“保水质、促转型、强民
生”主线，按照“合作共建、互利共
赢”协作目标，通过政府推动，引
导企业、动员各界积极融入，对口
协作整体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两地协作事业全面铺开，有力推
动了南阳水源地经济社会的发
展。今年年初，南阳市筹划的事
关该市长远发展的九大专项中，
将京宛对口协作作为建设中原创
新创业活力城专项的重要专题之
一，开启新的篇章。

◆对口协作 唱响帮扶“双城记”

12 月 11 日，在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
区，新建的淅川县人民医院正在进行最后
的装修作业，即将竣工。“按照工程进度，很
快就可以进行验收，明年 5月将进行整体
搬迁入驻。”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在项目建
设中，北京市支持1100万元用于医技楼建
设和设备安装，后期还将组织名医专家到
医院交流，在多领域展开合作。

淅川县是丹江口库区移民唯一迁出地
和重要安置地，也是对口协作中受益最多
的县。北京市朝阳区与淅川县因水结缘，
顺着千里长渠，建起了友谊的桥梁，全面启
动了生态保护、现代农业发展、旅游资源开
发、民生项目等方面合作。如今，在淅川
县，越来越多的北京元素融入到了城市建
设和群众的生活中。

在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公室的支持下，
淅川每年都获得对口协作资金 7000万元
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其中，用于保水质和民
生类事业建设的比例都达80%左右，甚至
更高。由北京市朝阳区对口援建的渠首朝
阳小学为渠首的孩子们提供了优质的教学
设施，也使北京市朝阳区雄厚的师资力量
及教学理念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里。

北京市还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实施产业转移
的机遇，加大对淅川的产业协作，淅川县的
淅减公司、金博橡塑、顺隆弹簧等一大批汽
车零部件加工企业与北京福田、北京现代、
北汽等公司达成配套供货协议。

三年来，朝阳区为淅川培训教育、医
疗、旅游等各类人才1000余人，为淅川县
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今
年4月，淅川县12名贫困村致富带头人、村
支书代表到北京接受产业发展实用技术培
训，为加快该县脱贫攻坚奠定了基础。通
过对口协作项目，淅川县还建成了全省最
大的湖桑种植基地、竹柳基地、玫瑰连片种
植基地、软籽石榴种植基地和金银花基地。

对口协作受益的不仅仅是淅川，在南
阳，西峡县、内乡县也分别与北京市顺义区、
延庆区缔结对口协作关系，拓宽合作途径，扩
大合作领域。西峡县与顺义区在农副产品
加工、汽车零配件等产业合作方面达成了合
作意向；内乡县与延庆区在教育、旅游、地质
公园、县医院等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据统
计，三年来，南阳水源区3县共实施对口协作
援助类项目115个，合作类项目50个，使用援
助资金5.4亿余元，带动地方投资12亿余元。

◆引智引技 激发南阳创新活力

现代农业贷款工程
助力精准扶贫

南阳保险业与金汇通航开展空中救援

内乡京宛协作对口支援项目贡菊种植基地

中关村e谷（南阳）软件创业基地已经成为南阳市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朝阳淅川友谊月季园开园现场 杨冰 摄

三年来，南阳水源区3县共实施对口协作援助类项目115个，合作类
项目50个，使用援助资金5.4亿余元，带动地方投资12亿余元。

“目前，我们结合双方的优势，围绕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
业提升转型的承接，加快科技成果转换，向北京引智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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