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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韩春）9 月 4日上
午，河南省文景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高庙基地内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 298户村
民正在喜领 70万元“土地托管”分
红。

高庙镇王良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永军介绍，2017年，该村党支部
牵头与文景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了托管协议，每亩地保底 600
元。每年按季结算时，文景园针对
当年收益，扣除生产成本和费用，
将盈余和轮作补贴按一定比例再
次分配给托管农民，农户的土地收
益就由“保底收益+再次分红+种

粮补贴”构成。该村的 23 户贫困
户大多丧失劳动能力，全部参加了
土地托管，去年当年就实现了增收
脱贫。

2018 年以来，宛城区制定了
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的一系列政策、奖补措施，鼓
励、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对
贫困户土地托管流转、返租倒包、
吸纳就业、入社（股）等方式，大力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推广“公司+基
地+支部+农户”生产经营模式。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17 个产业
扶贫基地，总占地 24210 亩，土地
托管 11738 亩，带贫 672 户，贫困
户转移就业247户。7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廖涛 姜纪增

8月 22日，在南召县南河店镇龙王
庙村扶贫就业车间里，毛庆珍老人和儿
媳李荣芝正在忙碌地加工制作行车记
录仪数据线。“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我
们婆媳俩在这里每天都有活干、有收
入，轻轻松松地挣钱补贴家用，脱贫致
富不发愁啦！”毛庆珍一边熟练地挽着
数据线，一边与记者拉家常。

南召县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培植具
有鲜明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在全县实施

“六金富民”工程，让贫困群众深度融入
产业发展，为穷山沟贫困群众找到一条
条“钱”途光明的道路，通过多重产业叠
加，促进贫困户增收致富。

树上摘金。该县依托锦天园林、锦
宇园林等花木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群众
苗木花卉产业。目前发展玉兰苗木 15
万亩，成为国内玉兰品种最多、种植面
积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市场。这些
企业通过动员贫困群众扩大种植、基地

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周边 6个乡
镇、3000 余户贫困群众，人均年增收
5000元。

土里刨金。南召县设立中药材发展
办公室，制订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
鼓励贫困群众利用山地、林地、荒地种植
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名贵道地中
药材。目前已经形成猪苓、石斛、白芨、
黄精等10个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成立
中药材种植合作社110余家，带动53个
村 1300余户，户均年增收 5000元。艾
草产业是近两年该县培育的新兴产业，
县里依托 5家艾草加工企业，成立艾草
协会，建设艾草产业园，带动群众种植艾
草3600余亩，其中100余户贫困户种植
艾草，户均增收3000元。

坡上生金。南召县城郊乡东庄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洪其顺，爱人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长期慢性病，糖尿病综合
征引发双目失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今年春季他在300亩的柞坡放养8斤蚕
籽，除去蚕籽、雇佣零工等生产成本，今
年净收入2万多元。南召县山上长满柞

树，拥有宜蚕柞坡 150 万亩，常年柞蚕
放养量 5000 公斤，年产柞蚕茧 150 万
公斤，产量占全省60%以上。为扶持群
众发展养蚕，县里制定激励奖励措施，
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蚕籽、培训养殖技
术。2018 年全县春蚕放养蚕籽 2000
斤，产茧量48万斤，带动155户贫困户，
户均收益10000元以上。

车间揽金。该县财政投资 3000余
万元在所有重点贫困村和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点建设扶贫就业车间。目前已经建
成扶贫就业车间79个，今年又新建扶贫
就业车间 65个，实现对贫困村、重点村
全覆盖，可以带动6000人就业。扶贫车
间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经营来料
加工、服装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贫困
群众就地务工，从事服装、鞋业、热敏纸
等，足不出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美景引金。南召县开展全域旅游
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引导涉
农龙头企业、贫困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旅
游开发，建设特色民宿、星级农家乐、农
家客栈，发展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干农家活、体验农家生活”的农家餐饮
和游乐项目，把多彩田园、怡人“风景”
变成“钱”景，让群众搭载“旅游+扶贫”
致富快车。该县发展乡村旅游专业村
26个，培育星级农家乐宾馆 400多家，
带动3000多名群众致富。

点石成金。南召县依托丰富的大
理石资源，重点培育年产值百亿元绿色
建材产业集群，致力打造“中国钙都”。
该县白土岗镇充分发挥矿山资源优势，
成立石材工业园区，建成扶贫就业车间
3座，把扶贫就业车间集中建设在 3个
行政村交界处，最大程度吸纳贫困群众
进入工业园区务工，带动周边 100余名
贫困户转移就业。

如今，南召县通过实施“六金富民”
工程，通过产业扶贫引领农村经济发展，
灵活带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转移就业，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地方特色产业，确保
每个贫困村都有“3+N”个带贫产业，即，
每个贫困户都有 3个以上增收项目，实
现致富项目多重叠加，从而确保一万名
贫困群众顺利实现稳定脱贫。7

71岁的燕保镇是方城县二郎庙镇
吕河村的五保户，现在居住的两间平房
是 2007 年镇政府为其改建的，今年通
过实施“七改一增”又进行了房屋加固、
外墙粉刷等二次改造。

2015 年，燕保镇通过村里帮忙协
调，在望花湖景区干起了卫生清扫保洁
工作。每天，他骑着自己新买的电动车
往返干活，除了认真打扫卫生、提升景
区形象外，还变卖捡拾来的废品增加收
入。燕保镇觉得，为景区环境整治出力
又挣钱，既充实又有意义。

燕保镇无儿无女，他的吃穿用度和
身体状况，一直是驻村第一书记姜山最

关心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姜山经常到
燕保镇家中拉家常、宣传政策。近日，
姜山给燕保镇算了一笔收入账：五保户
享受补助金 4500 元，每月卫生保洁
1200元，1.8 亩土地租金 1800元，加上
光荣合作社、光伏年分红 2200元，仅这
几项收入就近万元。苦日子总算是熬
出头了，燕保镇一时百感交集说：“终于
不当贫困户了！”

其实，这句话埋在燕保镇心里已
经很久了。如今，住房条件改善了，生
活用品一应俱全，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新生活、新面貌让燕保镇的思想发生
了新转变。他经常对其他贫困户说：

“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脱贫的
勇气。”

“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高
标准高质量高水准推动教育、医疗、住
房、饮水等各类扶贫保障政策全覆盖。
同时，光伏扶贫增添新动能、到户增收
取得新进展、‘牧原 3+N’模式走出新
路子、金融扶贫又有新提升、社会力量
助建新风貌，实现了扶贫政策叠加和贫
困群众收益的多重覆盖。特别是光荣
社、排间道硬化等创新扶贫举措的实
施，更为今年全县如期脱贫‘摘帽’增
添了新势能和自信心。”方城县县长段
文汉说。7

意外事故“政福保”无偿理赔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二

1月 11日凌晨 3时，南阳市宛
城区红泥湾镇龙泉池旁边一民宅
因电路故障发生火灾，因火势较大
造成房主及其孩子死亡。人保财
险南阳市分公司接到报案后与当
地民政部门联系，指导受灾家属提
供“政福保”理赔相关手续，并将10
万元赔款及时支付给死者家属。

南阳市“政福保”救助保险项
目将“意外事故救助”纳入了保险
救助范围。今年，南阳市人民政府
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以民政
局作为投保人为全市居民办理了
一份政府救助保险。该保险为河
南首创，取名为“政福保”寓意“人
民政府要造福于民”，居民不花一
分钱，就能得到 2000元到 20万元
不等的救助金。人保财险南阳市
分公司作为承保人为全市人民提
供了 1亿元的政府救助保障，保险
责任包括：见义勇为救助、未成年
人溺水死亡救助、意外事故救助、
自然灾害救助、交通事故救助、救
助人员意外救助、特困群众重病医
疗救助。

其中“意外事故救助”就是七
项理赔内容中的重要一项。对于
在南阳市行政区域内，由于危房倒
塌、火灾、食物、药品突发中毒事
件、工伤事故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
人死亡残疾，找不到责任人，人保
财险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一次性死
亡残疾救助金。

南阳市辖区内若发生以上事
故，可第一时间向当地人保财险南

阳市分公司分支机构专属理赔人
员电话报案，或直接向市公司理赔
中心报案，提供出险事故信息，也
可由各辖区内民政部门向保险公
司转报案。人保财险在接到报案
后将会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开通理
赔绿色通道，快速将理赔救助金发
放到位。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
中心电话：0377-63395518

索赔资料有哪些？
涉及死亡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死亡
证明；（3）户口注销证明；（4）火化
证明；（5）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6）受益人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及银
行账户。

涉及伤残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二级
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及病历复印
件；（3）司法部门或保险人认可的
具有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保险人
认可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其他鉴定
机构出具的残疾鉴定书；（4）身份
证、户口簿复印件；（5）领款人银行
账户。

涉及医疗费赔付范围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

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2）二级
及以上医院发票、诊断证明、用药
清单、住院证、出院证、病历复印
件；（3）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4）
领款人银行账户。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夏末秋初，西峡县的猕猴桃已挂满
枝头，香菇即将进入收获的季节。
8月 31日，中国首届蔬果品种权保
护研讨会在该县召开。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
展，植物新品种已成为农业增产、
增效和品质改善的重要因素，是农
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为了让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果
蔬新品种得到广泛推广和合法保
护，扩大优良果蔬品种在国内外市
场的知名度，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新
品种保护委员会在西峡县举行了

此次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农业
专家、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
一堂，对果蔬品种权保护进行研讨
交流。

“河南是一个果蔬生产和消费
大省，也是果蔬品种需求大省，果
蔬新品种权保护关系到蔬果种子、
种苗的供应、生产和消费。”省农业
厅总经济师丁心奎说，“近年来，我
省开展了主要农作物品种权保护
展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宣传示范
和市场保护效果，为全省种植业的
创新发展和广大育种者提供了保
护空间和公平竞争的平台。”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
迪 通讯员 杜福建 李彦)8 月 29
日，“助力脱贫攻坚·点亮学子希
望”慈善助学行动仪式在桐柏县举
行。此次活动共筹措善款 50 万
元，为 100名高考金榜题名的学生
每人发放 5000元助学金。“感谢慈
善总会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让我和
我的家庭更有信心改变贫困的命
运。”受助学生代表张铮激动地说。

据了解，桐柏县自 2016 年以
来，已连续三年筹措善款帮助贫困
学子圆梦，三年累计筹款 300多万
元。几天前，贫困大学生梁岍芊领
到了开学后第一个月的生活补助
600 元。这是桐柏县委巡察机构

联合爱心企业河南泰合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为包括梁岍芊在内的 6
名贫困大学生提供的资助，这样的
资助将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

近年来，桐柏县将捐资助学作
为教育扶贫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
领导，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主动争
取各方支持，形成帮扶合力，完善
助学资金筹措、管理、使用等制度，
切实把好事办好，增强助学活动的
公开性和公信力。如今，在当地，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在党委、政府
的号召下，倾力于教育扶贫工程，
点点爱心汇聚成全民助学的洪流，
为寒门学子架起通往梦想的金
桥。7

西峡

专家学者共话蔬果品种权保护

桐柏

爱心助力贫困学子圆梦

宛城区

土地托管托起群众致富梦

南召“六朵金花”盛开富民路

■南阳脱贫攻坚“首战”倒计时

方城 脱贫攻坚鏖战正酣

夏末时分，走进方城县拐河镇杨家庄
村，百亩油葵结出饱满的果实，沉甸甸地
低下头。“这些油葵每亩预计产籽800斤
左右，每斤3.5元，一亩地就是近3000元
的收入。”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方菊说。

说起杨家庄村人们或许不熟悉，但提
起“梵高奶奶”常秀峰，却是远近闻名。常
秀峰年近七旬，目不识丁，却画出了乡间
最真最美的风景。她在香港举办过个人
画展，两次被请上“鲁豫有约”。

为发挥“梵高奶奶”的品牌效应，发展
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杨家庄村选择
了油葵这种既有观赏性又有经济价值的
作物作为自己的产业。今年6月份小麦
收割后，杨家庄村流转土地95亩，成立了
葵花种植光荣合作社。在光荣社成立之
初，许多村民包括贫困户顾虑重重。镇政

府及时联系河南省农科院选取优质的油
葵种子，决定规模种植向日葵特色产业，
打好名人效应，同时依靠村组党员干部广
泛宣传扶贫优惠政策，解除后顾之忧，才
得到大部分村民支持。

“上个月你要来俺村，那可热闹了。
城里的人成群结队往咱村里来，又是赏花
又是拍照！”9月4日，杨家庄村村民明建
民告诉记者。47岁的明建民，妻子智力
有问题，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平时仅靠家
中2亩地和外出打零工的收入勉强维持
生计。今年村里号召发展油葵产业，他用
自己的2亩地入股，加入了村里的葵花种
植光荣合作社，现已拿到了半年500元的
分红。除此之外，在葵花种植光荣合作社
里，他日常还帮忙除草和打药，每天还能
拿到 70元的工资。现在明建民逢人便

说：“一个月能多拿1000多元钱，生活改
善了，还能天天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心里
真是敞亮舒坦啊！”

今年以来，方城县创新农业产业互助
光荣合作社模式，无劳动能力、无脱贫项
目、无致富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土地、资
金入股提高其资产收益。截至目前，该县
共建设光荣社548个，入社群众16451户
30235人，入股土地33977亩,以种植优
质小麦、花生、蔬菜、丹参、菊花、艾草、红
薯、小辣椒、花椒、向日葵、黄金梨等为主，
实现年人均增收1500元以上。

此外，方城县还积极探索创新“特色
产业扶贫、光伏扶贫、金融扶贫、到户增
收、转移就业”等多种模式，以产业就业为
脱贫根本之策，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带动
贫困群众精准稳定可持续脱贫。

9月 3日，方城县杨集乡孙权庄村
王吉星一大早起床，房前屋后打扫起卫
生。危房改造后盖起的两间平房崭新
舒适，门前刚刚铺好的水泥路面宽敞干
净。家里养了几头猪，但王吉星每日打
扫猪舍，屋里屋外也没什么异味。

“以前下雨村子里到处是泥，现在路
面都硬化了，大家出门方便，卫生也好打
扫。”王吉星说着村里的变化，“现在大家
都不乱扔乱倒，村子里的垃圾桶倒了，小
孩都知道伸手扶起来。这样的环境大家

住得舒适，也有心思把屋里屋外布置起
来！”在王吉星家门口，几棵紫薇树绽放
着一簇簇浅紫色的花朵，显得格外娇艳。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脱贫攻坚的一
项基础工程。今年，方城县财政发放补助
资金近600余万元，重点对省道、县道、乡
道、村内主干道沿线两侧和村内村外积存
垃圾、废弃物等进行全方位清理，基本实
现了村内无生活垃圾、无建筑垃圾、无杂
草、无坑塘漂浮物的目标。硬化是美化的
基础，如果村内道路仍是土路、尘土飞扬，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就是一句空话。为此，
方城县投入资金7000万元，通过政府对
每户群众补贴15袋水泥的形式，撬动社
会、群众参与，对村内道路排间道路进行
整修，实现“排排通、户户通”。

改善农村环境，必须有完善的收
集、运输、处理系统，为此方城县投资
1.2亿元建立农村垃圾收集、清运、处理
系统，推行村保洁、乡收集、县处理一体
化运营模式，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垃圾
哪里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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