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四

9月 2日清晨，南阳市桐柏县世纪大道一环卫工
人在工作中被一无牌照三轮车撞倒后当场死亡，肇事
车主驾车逃逸。四个小时后，肇事车主被抓捕归案。
人保财险桐柏支公司积极联系公安部门和死者家属，
了解到肇事车主无保险、无赔偿能力且面临 3到 7年
刑期后，马上启动“政福保”救助流程，将 20000元救
助款发放到遇难家属手中。

“政福保”是由南阳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以合同
条款约定的七项意外事故造成居民人身伤亡，在无赔
偿义务人或赔偿义务人不明的情形下，给付保险救助
金的民生类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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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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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七项基本内容及赠送的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
其中交通事故救助就是七项保险责任中的重要一项。

南阳市辖区内若发生此类交通事故，受害人可第
一 时 间 向 人 保 财 险 南 阳 市 分 公 司 电 话 报 案
（037763395518），也可联系各辖区内民政部门向
人保财险转报案。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中心
在接到报案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家属，确定保险责任，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将理赔救助金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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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阳“政福保”项目

将未成年人溺水
纳入保险救助范围

40多年前，一群20岁出头的热
血青年，背着帆布帐篷、草垫来
到这里，在几十年里，硬是用铁
锹和镐头，把荒山绣成了林海

12月 7日，位于丹江口水库东岸的
淅川县香花镇陈岗村，10多位村民正
哼着小曲在水库边栽植树苗。放眼望
去，郁郁葱葱的苗木，铺满了岗坡，染绿
了库区。

“这是女贞树苗，今天要全部下
地。”王泰正放下铁锹，搓去手上的泥
土，讲起了一段“水上拆迁史”。42岁的
王泰正在十年前贷款百余万元，发展网
箱养鱼几百箱。“年收入几十万元很轻
松！”谈起那段往事，曾经的“养殖大户”
王泰正依然自豪。

网箱养鱼一度成为库区失地农民
的主要产业，也是主要的生活来源。

“网箱养鱼在促进群众致富增收的同
时，也对水库水质造成影响。”淅川县
县长杨红忠介绍，为一库清水永续北

送，淅川在国家有关奖补资金尚未到
位的情况下，先后关停 380 多家污染
企业，1.9 万名工人下岗失业；取缔库
区水上餐饮船及 5万余箱养鱼网箱，全
面取缔禁养区内 400 家养殖场、综合
损失达 8亿多元。

网箱取缔了，银行贷款怎么还？王
泰正决定育树苗：“既然是核心水源地，
种树也是护水么。”说干就干，他在村里
租赁了百余亩地，种起了花卉林木。再
次创业，弯路没少走，“没经验，开始种
的树苗一半死掉，只能慢慢摸索。”2015
年初冬，县里派来了技术指导员，王泰
正笑了，“这真是雪中送炭！”

“养殖户”转身“种植户”，水库边长
出绿树苗，坡岗焕然穿新装，库区新绿掩
住了原先的遍野土黄。2016年，王泰正
接到好消息：县里要修建环丹江口水库
公路，需要道路绿化苗木，政府优先想到
那些为国家工程作出奉献的人。王泰正
对老伴说：“你看，政府还能亏了咱？”现
在，他的基地已经育有十三四种树苗。

王泰正说，比起网箱养鱼，种树育
苗赚不了几个钱，但却能绿化库区，涵
养水源，家门口的丹江水会越来越清
甜。“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要看长远算
大账。”在淅川，共有 6万余名像王泰正
一样的库区群众走上绿色转型路，捧起

“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从北京出发，沿南水北调

中线干渠南下 1432公里，是河

南淅川。这里，是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区、国家一级水源保护

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境内

绿山竦峙，清河竞流，百兽率

舞，众鸟争鸣。四季都是看不

尽的满眼绿色，一年都有闻不

够的扑鼻香风。

四年前，一渠清冽的丹江

水从淅川流出，逶迤千里润北

国。截至 12月 10日 8时，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安全运行

1459天，累计北送优质丹江水

190.40亿立方米，相当于从淅

川向北方搬运了 1358 个西湖

的水量。北京、天津、郑州等沿

线 19座大中城市 5310多万居

民受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是谁呵护着源头活

水，滋润着中国的心脏？

从渠首出发，沿丹江口水库东岸
翻山越岭行驶至豫鄂交界处，淅川太
子山林场到了。

“40 多年前，这里到处是荒山秃
岭，一群 20岁出头的热血青年，背着
帆布帐篷、草垫来到这里，在几十年
里，硬是用铁锹和镐头，把荒山绣成了
林海。”太子山林场场长陈人范介绍。

1975 年 10月来到太子山的杨俊
将，当时还不到 20岁，如今已两鬓白
发。“石头山上栽树，首先要解决土和
水的问题。”杨俊将回忆，镐、锨，不知
用坏了多少把，打钎时他们几个人虎
口上的裂口就没长住过，好不容易把
石头缝凿成了一个个坑，还得肩挑人
抬，一袋一袋往山上搬运泥土；没有

水，他们在山上围堰，用木桶和陶罐从
山下抬运。为了确保苗木根部培土不
被雨水冲走，他们从山下扛上去一块
块石头，在每棵树苗的根部垒起月牙
形围挡。“一帮人，从山脚‘之’字排开，
硬是把树苗、土、石头传递送到了山
顶。”回想当年，杨俊将感慨万端。

种活树，还要护好林。近年来，淅
川县以每年10万亩的速度推进荒山造
林，营造林合格面积连续 10年位居河
南省县级第一，森林覆盖率由5年前的
32.8％，提高到现在的45.3％。一代又
一代的护林人，在丹江口水库 2000余
公里的库岸线上，种下片片绿林，管护
座座青山，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
源区构筑起生态净水屏障…… 8

荒山染绿后 他们守护净水屏障

抛出抓钩，探入水下，顺势捞起枯枝烂叶，反
扣到储物筐中……

12月8日，飞雪漫舞，江风袭人。位于丹江
口水库上游的淅川县老城镇武贾洲村，护水员全
荣州正在丹江边捡拾枯枝烂叶。

全荣州的老家，就在这一库清水下。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2.23万淅

川人分三批西迁青海；1966年起，又向湖北荆
门、钟祥两地移民6.9万人。”全荣州噙着眼泪介
绍，水逼人退，涨一次搬一次，仅武贾洲村，就搬
迁了4次！

2010年 6月，新时期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
移民搬迁启动，淅川再次移民16.5万人，新增淹
没面积144平方公里，库周肥沃良田几乎淹没殆
尽。全荣州选择后靠安置，新家是紧临丹江口水
库的“海景房”，白墙灰瓦的连体徽派小楼，依山
就势，自然得体……

2014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正式通水。为保护水质，淅川县成立了
2000余人的水上清漂和岸上护水队伍，建立
网格化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体系，对库周区域进
行全天候保洁。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介绍，作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南省深度贫困县，淅川县还
开发护林员、护水员、保洁员等公益岗位1万个，
主要用于安置贫困群众就业。

迁移半辈子的全荣州，成为库区一名护水
员。每天除了对库区进行保洁外，他还给来往的
游客讲修建大坝的历史、讲移民搬迁的故事、讲
水质保护的艰辛。他常提醒人们，即便一个烟
头、一片糖纸、一个花生壳落入水里也不中！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环保志愿者，保水质，护运行。

移民搬迁后
他们成为护水员

网箱取缔后 他们端起绿饭碗

植树造林植树造林，，涵养水源涵养水源 杨振辉杨振辉 摄摄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
展花木专业合作社
40 家、家庭农场 32
家、苗木花卉基地12
个，种植面积 6.5 万
亩，辐射带动 1.2 万
农民参与产业发展

1.2
万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申鸿皓

初冬季节，漫步社旗乡间，星罗棋布的花
卉苗木林果等“美丽产业”，逐渐成为生态农
业发展的新引擎和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绿
色银行”，擎起了脱贫攻坚的坚强臂膀。

每逢周末，位于李店镇湾刘水库库区的乐
悠山生态观光园就会人头攒动，采摘、赏景、休
闲、戏水、用餐、露营……纷至沓来的游客将占
地千余亩的生态园渲染得热闹非凡。谁能想
到，这片昔日的荒岗坡地，在回归乡贤郭长玉的
精心打理下，不仅栽植了桃、杏、李、梨、石榴、葡
萄、花卉等林果，还发展起餐饮、儿童乐园、水上
乐园、露营住宿等一系列休闲娱乐项目，岗染丹
青，坡披绿装，四季花艳，三季果香，“美丽产业”
让美丽乡村越来越美丽，百姓越来越富庶。

“整个夏天，园里的 200亩观赏荷花，天
天都引来很多的游客。”无独有偶，在桥头镇

华景·铭园生态农业观光园，负责人刘蕾说起
自己一手打造的“美丽产业”，满脸堆笑，“不
光这个核心园区美不胜收，沿 S333 长十多
里、占地1000余亩的花卉苗木绿色生态观光
长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目前社旗投资规模最大、占地面积最
大的精品现代农业观光园，华景·铭园以生态观
光旅游、观赏绿化苗木种植、林下养殖、莲藕种
植与加工、水产养殖等六大产业为支撑，全力打
造集高新农业生产示范区、花卉观光区、儿童体

验互动区、科普教育示范区、民俗文化产业区、
农耕文化体验区、康体养生区等多业态为主题
的生态旅游综合体。同时，该园采取“实业公
司+技术创新+扶贫基地+贫困农户”的帮扶机
制，通过每年为农户支付流转土地费用，吸纳
贫困户入园就业，与贫困户签订扶贫推广种植
合同，实行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指导技术、统一
田间管理、订单回收等扶贫模式，已带动415
户 1323人脱贫致富。刘蕾表示，下一步要以

“农业产业化+生态旅游”为主题，塑造“创新农
业产业化+智慧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平台”型特
色农业文化展示窗口，做有态度的农业，力争
打造生态创新型观光休闲农业项目的标杆，为
全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增添美丽元素。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唐庄
乡苗庄村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
过鼓励能人领办创办玉贤彩叶苗木花卉培育
基地和太阳红生态农业等龙头企业，发展花卉

苗木林果产业，调优调顺产业结构，做大做强
美丽经济，不仅使村里的环境面貌发生了极大
变化，而且让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实现了质的提
升。村支部书记宋春玲告诉记者，苗庄村目前
已发展苗木花卉林果1300多亩，带动300多
名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人居环境也越来越美丽。

近年来，社旗县把“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作
为重要抓手，依托各乡镇地域优势和农民的发展
需求，积极引导群众宜林则林、宜菜则菜、宜花则
花、宜游则游。“美丽产业”风生水起。截至目前，
全县已发展花木专业合作社40家、家庭农场
32家、苗木花卉基地12个，种植面积6.5万亩，
辐射带动1.2万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推进了传
统种植农业向现代观赏农业的转型，实现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环境增色，推进了农村发展、
加快了脱贫步伐。“美丽产业”擎起了“美丽经
济”，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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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水润““中国心中国心””
写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写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44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三亮三比三评”评出了啥？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曾倩 柯征

11月 28日，初冬的暖阳格外柔和，家住淅川县大
石桥乡贾洼村贫困户李娇娥开始给蜗牛喂料，转眼5
个多月过去了，如今她可是有名的养殖能手，配料、换
土、防疫、消毒样样拿手。她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

“5个月工资 9000元，今年 9月到手的分红 4000元，
加上国家产业奖补5000元，一两万元攥到手里了。”

贾洼村像李娇娥这样的贫困户有12户，每户都拿到
了分红。当初，蜗牛养殖可是个新鲜事儿，一没技术，二
没资金，这对于贫困户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大家都观望
着，举步不前。大石桥乡党委副书记詹岩峰说：“只有党
员带头，才能打消群众顾虑，才能带领群众走向致富路。”

贾长宏、李国旗等 4位党员首先站了出来，他们
每人出资 10000元带头发展白玉蜗牛养殖，“亏了先
亏党员的钱，赚了先给贫困户分红。”4位党员的话给
贫困户吃了定心丸。随后，村里的党员带领本村 12
户贫困户认真学技术、学养殖、学经验，并且邀请了中
国蜗牛之父叶阿彬教授到村指导蜗牛产业发展工
作。目前，在贾洼村党员干部的带领下，白玉蜗牛已
由最初的 10万只发展到近千万只，资产达 100余万
元，成品蜗牛在上海、武汉等城市热销。

这一幕生动的发展画面，归功于淅川县“三亮三比
三评”活动结出的硕果。自今年9月以来，淅川县在全县
17个乡镇试点村率先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即党员
干部亮脱贫攻坚承诺、亮脱贫工作职责、亮党员帮扶事
项，比产业发展、比村容户貌、比作风转变，评党员干部作
用发挥、评村党组织建设质量、评群众满意度，以活动为
载体倒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以机制力促有为有位。

淅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稚告诉记者，亮是
形式，比是实质，评是标尺，通过脱贫攻坚这个主考
场，比出好、中、差，发现“千里马”，用党建高质量推动
脱贫攻坚高质量。淅川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

“亮”只是前提，之后还大张旗鼓地“评”“比”。对优秀
的村组干部，每月增发 5%-10%的绩效补贴；对连续
三次评议较差的村组干部，每月扣发相应的绩效补
贴，真正激发广大农村党员干事创业的活力。8

新闻特写

社旗县积极引导群众宜林则林、宜菜则菜、宜花则花、宜游则游

“美丽产业”擎起“美丽经济”

南阳医专

国际文化交流周异彩纷呈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周国军）

日前，主题为“放眼看世界 携手奔未来”的南阳医专
第二届国际文化交流周圆满落下帷幕。

活动期间，该校举办了人文气息浓郁的中外文化
摄影展、内容丰富的国际交流师生报告会、充满厚德
精神的师德文化讲座，以及走进课堂、走进餐厅、走进
宿舍“家校联动，共育英才”等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唱响了文化交流融合的
主旋律，一场场文化视听盛宴，为美丽的南阳医专校
园增添了靓丽色彩。

目前，该校已经拥有与美国、日本、菲律宾三个国
家合作的 6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此次国际文化交
流周的成功举办，是该校开放化办学理念的具体体
现，是增强合作办学项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举
措，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开放办学水平。8

绿染渠首千山翠 王洪连 摄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2.00元（今日郑州市、信阳市、南阳市为20个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