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观察/南阳│182018年 12月20日 星期四
统筹 张华君 孟向东 组版编辑 王屹立 美编 党瑶

地方传真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
竹 通讯员 吴允 水焕恬）“年底资金
需求量大，以前找银行做贷款门槛太
高，多亏南阳银监部门帮我协调办贷，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12月 10日上
午，南阳金厦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海鑫感激地表示，通过银监
部门的帮扶，以前贷款无门的困境将
迎刃而解。

马海鑫告诉记者，他的企业是一
家从事建筑智能装备研发生产的民
办企业，虽然手中握有技术专利，但
该领域研发、生产成本较高，企业发
展一直受困于资金问题。“11月中旬，
南阳银监分局的领导了解到我的情
况后，主动帮我对接了几家银行，工
作人员上门指导信贷申请手续，真是
雪中送炭啊。”马海鑫说，目前他已经
通过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小额信贷部
门办理了一笔 2000万元的贷款，很快
就能批复。

记者了解到，南阳银监部门针对
辖内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等现象，出台了提升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质效六条指导意见，向
省银监部门呈递后在当地全面推行。
该分局筛选了一批有技术特色、产业
前景较好和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小微
企业，建立企业资料库，组织辖内银行
业机构开展联合授信，督促相关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客户进行重点服务。“六
项措施”实施以来，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我们要求各银行机构四季度保
证 25%新增贷款投入民营企业，大型
国有银行和股份银行、城商行完成新
增授信企业分别不低于 30户、20户，
切实促进银企对接落地，降低民营企
业融资成本。”南阳银监分局负责人白
向锋表示，截至 11月末，辖内小微企
业贷款额为 915.54 亿元，较年初增加
了 73.6亿元，同比增长 12.84%。小微
企业贷款户数为 105727户，较同期增
长 1524户，服务质效在全省排名第三
位。8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2018年，镇平教育因为一位山村教师而变
得光彩夺目：镇平县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荣
获时代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
近日，河南省委还下发了向张玉滚学习的决
定。

当人们把聚光灯对准镇平教育，却发现更
多宝藏，这片热土，还孕育了王克勤、曹鹏飞、
张建忠、霍小红等 130人荣获市级以上师德标
兵。近日，镇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验
收。

如此多的殊荣缘何花落镇平？镇平县委
书记李显庆坦言，近年来，镇平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工作，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
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形成了改善民生从教育突
破、发展教育从均衡抓起的共识，构筑起惠及
后代的盛世基业，唱响了一曲曲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颂歌。

政策保障强势推进

镇平县教体局局长王哲渠说，为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镇平县成立了以县长任组长的均衡
创建领导小组，建立了县处级领导和教体局班
子成员“双线承包”制度，专班推进，现场办公，
解难题、强指导，严督查、抓落实。

针对过去教育布局不均衡、基础建设欠账
多的实际，制订出台《镇平县创建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工作方案》等 10余个专项文件。
2018年，与北师大基础教育中心合作，对全县
教育工作进行高端整体规划，启动实施“1221”
工程，即三年内培养 10所名校、20位名校长、
200位名骨干教师、100位名班主任，进一步提
升教育教学整体水平。同时，加快校建项目进
度，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理效率，对改薄新增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优先安排占补平衡指
标，应保尽保。

记者从一份数据上看到，该县财政投入义
务教育的经费由 2014 年的 6.8 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 8.6亿元，累计超过30亿元，实现“三
连增”。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纳入预
算管理，累计征收 4216万元，全部用于教育事
业发展。设立教育质量奖，县财政每年拿出至
少400万元重奖有功人员，三年累计奖励2060
万元。在全面落实义务教育绩效工资的同时，
对农村教师按每月 100元、300元、500元标准
发放乡村生活补贴，对深山区教师县财政另外
按每月500元的标准发放工作岗位补贴，2017
年累计发放 1834.1 万元。配套建设教师周转
房488套，吸引优秀教师扎根乡村教育。

乡村学校成风景

镇平县枣园镇陈岗村位于镇平西南角，属
于全县重点贫困村。三年前，原枣园陈岗小学

由于校舍破旧，生源流失成了校长最头疼的问
题。2016年年底，镇平投资 1500万元对陈岗
小学重新规划，选址新建，建成了全县农村第
一所标准化寄宿制学校。现在的陈岗小学教
学楼、餐厅、运动场全新亮相，计算机、图书、教
学设备一应俱全，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村里老
乡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全校学生从三年前的
不到30人，一跃上升到200余人。

而这只是一个缩影。为实施农村学校改
薄工程，三年来，镇平县统筹各类资金 4.1 亿
元，实施校建项目 393个，新增校舍面积 17万
平方米，新扩建操场23.3万平方米、围墙1.6万
米，农村学校基础建设得到提升。锁定贫困
村，聚焦薄弱学校，该县多方筹资1.15亿元，全
面实施贫困村学校标准化建设，新建、改扩建
91所贫困村薄弱学校。2018年教育扶贫工程
预算投资8137.68万元，规划新建、改扩建校建
项目109个，目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2017 年，镇平运用 PPP 模式融资 9.94 亿
元，规划建设 11所标准化寄宿制学校，进一步
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巩固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成果。

农村教学硬件设施提升的同时，城市学校
学位的增加也在同步进行。镇平县实施中心
城区学校优化工程，从 2013年起启动新一轮
城区学校布局调整，投资 3.3 亿元建成县一高
中，完成雪枫中学、涅阳二初中搬迁；投资 3.5
亿元在城区新建涅阳七小、雪枫街道办事处泰
山庙学校和大奋庄实验学校、玉都实验学校和
碾坊庄小学、思源实验学校等6所学校，新增学
位 1.8 万个。今年，计划投资 7.6 亿元，在城区
新建4所小学、2所十五年一贯制学校，再新增
学位近2万个，基本解决大班额问题。

同时，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通过划
拨建设用地、师资经费支持等优惠政策，投资
1.9 亿元引进了全兴双语实验学校、金陵外国
语学校，新增学位 6800个。动员社会力量筹
资 5000余万元，改扩建杨营西湖中学、石佛寺
四龙小学、卢医明德小学、老庄瀚冶希望小
学。与中原华信集团合作，投资 3.2 亿元的十
五年一贯制学校开工建设，形成了公办民办

“双轮驱动”、全社会大办教育的良好风尚，镇
平县被省教育厅评为“民办教育服务与管理
先进单位”。

城乡名师共享

如何让贫困县的学生也能和大城市的孩
子一样共享名师资源，一直是制约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远在镇平伏牛山深
处的黑虎庙小学，不仅可以开展网络教学、远
程教学，还建成了全县第一家多媒体教学“梦
想教室”，山里的孩子不出大山也可享受跟城
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了。

今年，镇平县又投资 500 万元，与好未来
科技集团合作，实施镇平思源智慧教育项目，
打造智慧、双师课堂，引进全国一流师资远程
授课。“远程授课、网络授课既改善了山区学校
优质师资紧缺的问题，又提升了孩子学习兴
趣。目前我们正在筹划与河南大学、南阳十三
中联合办学，学习先进，提升品质，教学质量水
平必然会有大的提升。”镇平县教体局副局长
田华洲说。

没有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稳定教师队伍，谈何教
育质量？镇平县每年根据教师自然减员数和

扩大办学规模所需教师数总和，科学定编，公
开招聘。2016年以来，累计补进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 1803名，实行农村教师定岗招聘，补进教
师 70％左右分配到农村和偏远山区学校任
教。对深山区师范专业中专以上毕业生，自愿
终身在本村任教的，给予财政全供编制。实施

“银龄计划”，返聘了一批年富力强的退休教师
到深山区任教，缓解了深山区师资紧张问题。

除此之外，镇平还有一个撒手锏，那就是
城乡结对交流机制。该县实行城区骨干教师
对口支教制度，凡到偏远山区对口支教的，在
职称评定、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倾斜。开展城
区优质初中和农村薄弱初中“1+1”结对帮扶，
实行交流共进和捆绑考评原则，全县优秀教师
组建教学协作区，送教下乡传经送宝，资源共
享。三年累计选派 58名城区骨干教师到农村
支教、116名农村教师进城跟班学习，组织优秀
教师送教下乡 338人次，促进了城乡教育师资
共享。

只有不断充电，才能把跟上时代要求的教
育教学方法运用到实际教学中。镇平县实行
教师全员培训机制，县财政每年按照不低于教
师工资总额的2.5%安排继续教育经费，要求学
校把年度公用经费的 5%用于教师继续教育，
并对贫困村学校校长实行免费培训。三年来，
年均培训教师 1.8 万余人次、贫困村学校校长
100余人次，中小学教师参训率达到 100%，基
本满足了正常教育教学需要。

为让教师回归初心、潜心教书育人，镇平
县开展“三名工程”“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农村
最美教师”等评选活动，倡树典型。“三名工程”
每 3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名师 30名、名班主
任20名、名校长10名，任期内每人每年享受县
政府津贴1万元，明确名师、名班主任负责培养
3到 6名青年教师；名校长负责联系1到 2所农
村中小学校作为定点帮扶学校和实践基地，定
期开展名师论坛、校长论坛、专题讲座、送教下
乡、校校对接等活动，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农村最美教师”每年评
选一次，每人每年发放奖金 5000元，引导广大
教师争做“四有”好教师，当好学生“引路人”。

该县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三年来，王
克勤、曹鹏飞、霍小红等130余名教师成为市级
以上师德标兵，李怀忠当选“2017南阳最美教
师”。特别是，高丘镇黑虎庙村小学校长张玉
滚扎根深山 17载的先进事迹，被媒体广泛报
道，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张玉滚被中宣部
授予第四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和“时代楷
模”，被教育部授予 2018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成为新时代广大教师学习的榜样。

巍巍伏牛山，见证着镇平教育的跨越发
展；悠悠赵河水，流淌着镇平人民的教育情
怀。近三年来，均衡发展工作如一条主线，贯
穿全县各项工作的关键点、切入点和落脚点，
它正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在款款地展示着全
县学子共享教育公平阳光的动人魅力。

让群众尽沐公平教育阳光
——镇平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通过国家验收

南阳市银监分局

助力民营
小微企业“过冬”

林果药一体
多彩田园有“钱途”

南召县城郊乡贾沟村创办的舒心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1000亩，带动农民种
植艾草，亩收益在 1800 元以上，加工车间吸纳
60多人就业；四棵树乡雁门村建立高效生态农
业扶贫基地，流转土地 380亩，种植晚秋黄梨、
晚艳红桃、黄金梨等，年经济效益 80万元，带动
40户贫困户增收致富，贫困群众累计收益 30余
万元……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四棵树乡地处南召县
西南部，一个 3万多人的山区小乡，立足于山区
资源禀赋，发展生态旅游、林果种植、林下药材、
林下养殖等绿色产业，建成了数十个产业基地。
按照“林业产业生态化、林业生态产业化”的发展
思路，南召县采取龙头带动、大户经营、入股分红
等多种模式，引导广大山区群众和贫困户发展以
辛夷、皂荚、杜仲为主的中药材，以黄金梨、硬质
桃、葡萄等为主的高效林果业，为贫困群众找到
光明“钱途”。

乡乡有产业，村村有项目，如今南召林果药
扶贫产业项目“遍地开花”，特色鲜明的绿色产业
优势凸显。据统计，该县发展林果基地14万亩，
林果专业村 21个，林果业农民合作社 26家，种
植大户 200 多人。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50 万
亩，中药材种植和加工企业10多家，带动贫困户
3000多户，年户均收入4000多元。

林蚕菌一体
传统产业发“新枝”

“种地吃饭，养蚕花钱”，这是在当地流传的
民间谚语，也充分说明，养殖柞蚕是山区群众收
入的主要来源。南召县多山，山上长满柞树，全
县拥有宜蚕柞坡 150 万亩，已开发利用的柞坡
122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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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召半
省”美誉。

“我们把柞蚕放养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
手，采取政策倾斜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示范
基地促动，养殖大户拉动等措施，建成柞蚕生产
基地 30 万亩，全县从事柞蚕养殖的行政村有
262 个，重点蚕业示范村 10个，放养农户 1680

户，蚕农户年均收入 30000元。”南召县委书记
刘永国谈起柞蚕菌一体化工程如数家珍。

柞木资源是发展食用菌栽培的最佳原料，通
过蚕坡修剪轮伐、森林抚育项目实施等，把蚕坡
抚育剩余物作为食用菌栽培的主原料，鼓励贫困
户种植香菇、羊肚菌等，实施食用菌产业增收工
程，带动 2000 多贫困户稳定增收，人均年增收
2100元。

丰富的蚕坡资源最适宜林下畜禽养殖。南
召县依托广阔的山林资源，探索发展“林+禽、
林+畜、林+蜂”产业扶贫模式，依托养殖企业的

龙头带动，合作社辐射带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
目前，全县建成养殖扶贫基地31处，养殖生态柴
鸡 300多万只、鹅 20多万只、鸭 10多万只，林下
圈养牛、羊、猪等家畜 10多万头、林下养蜂 2万
多箱，带动贫困户 3200 多人，贫困户年均增收
3500元。

南召县五朵山郝氏家庭农场散养11万只黑
凤鸡，一天生产 3万枚蛋，在“南召特色馆”、淘
宝、天猫、京东电商平台上热销，在这里务工的贫
困户王桂香说：“山鸡蛋可是城里人的宝贝，俺在
这里干点零活，一年多收入一两万元。”

林养游一体
乡村振兴唱“新歌”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
可以实现农村美，还能实现农民富。针对全县重
点贫困村绿化美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南召县按照

“有路必有树、有树必成荫、房前屋后栽满树、庭
院四季花常开”的森林村庄标准，在全县14个乡
镇的重点贫困村中规划建设100个森林村庄，编
制《森林村庄绿化美化工程实施方案》，2018年
先期在35个重点贫困村“混搭”栽植各类绿化苗
木，实行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
韵，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力争到 2020年，基
本建成生态和谐、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的美丽宜居乡村。目前，建成的云阳镇石头村、
山头村，南河店镇郭营村、龙王庙村，小店乡山底
村，四棵树乡黄土嘴村等森林村庄，已成为南召
乡村休闲旅游的招牌。

乡村再美，没有产业支撑，群众不能脱贫致
富，一切都将成为徒劳。南召县依托全域景区化
建设，以乡村田园为基础，以绿色产业为依托，整
修传统村落，弘扬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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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带动贫困群众致富的新兴
产业。目前，全县拥有全国生态文化村 1个，省
级生态文明村 20多个，省级生态乡镇 10个，市
级生态休闲旅游农庄5个。

乔端镇玉藏村坐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
天曼景区的腹地，村“两委”发动景区附近农户参
与旅游开发，群众纷纷开办农家乐宾馆、客栈，建
设农家乐宾馆 22家，日接待能力 3000多人次，
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主要来源。
曾经贫困的穷山村，抖落往日的“满身尘埃”，成
为远近闻名的美丽山村。

云阳镇铁佛寺村盛产石材石货，村里现存
42套、100多间上百年的石头房，全部用山上开
凿的片石干砌而成独特的民居，保留乡村原生态
自然古朴的风貌。整个村庄掩映在茂林修竹、古
藤老树之中，像一座青石古堡。古韵悠长的田园
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游客醉心于寻找记
忆中的“乡愁”，流连忘返。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正渐次铺
开……8

唱“山歌” 念“林经”

脱贫路上马蹄疾
——南召县“林+N”生态扶贫模式观察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廖涛 徐功元 杜丰

73岁的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高树良一家曾因病致贫，2015年他利用

5000元到户增收项目扶持资金，在10亩土地种植3000棵玉兰，今年收入8

万多元。高大爷喜笑颜开地说：“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喽！”

如何培育地方特色产业，让贫困群众融入产业链，真正收获真金白银，打

赢脱贫攻坚硬仗？南召县的有益探索是融入绿色发展基因，唱“山歌”，念“林

经”，以林业产业发展为核心，初步探索出林+苗、林+果、林+药、林+菌、林+

游、林+禽、林+蚕等“林+N”产业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经济，实现特色

产业多重覆盖，在守护青山绿水和群众增收致富中间走出一条新路。

山村建起了新型农业综合体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在足球场上挥洒青春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