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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家境贫寒，没有
上过学，是共产党救了
我，我要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 ●● ●●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尚明达

今年，滑县的小麦又要丰收了。同
样丰收在望的还有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小麦。作为我省“产粮大县”，
滑县每年生产种子和优质专用粮近20
万吨，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滑丰。

6月 10日，滑县小麦收割 80%以
上，记者来到滑丰种业白马坡优质强筋
小麦西农20繁种基地。田埂上，一个瘦
小的老太太正弯腰看向待割的麦子。她
是滑丰种业董事长赵秀珍，今年65岁。

“这个育种基地 6万亩，最高亩产
700 公斤以上，今年产量预计能达到
3500万公斤！”赵秀珍脸上止不住喜色，

“收成好，农民收入就高。我这悬了大半
年的心，终于能放一放了。”

1980年，26岁的赵秀珍从滑县拖
修厂调至县种子公司当会计。由于业
务精湛，不少单位都想“挖”她，可她一
概谢绝。“我是农民出身，和农民打交
道，我最擅长！”这一干就是40年。

1999 年 7月，她被推选为种子公

司总经理。恰逢国家颁布《种子法》，
种子企业全面放开，以往封闭式、无竞
争的市场一去不返，周边县市许多种
子公司纷纷破产。而公司先前与繁种
农户签订的 600万公斤普通小麦种子
收购协议，也到了执行时刻。

当时，想把600万公斤的麦种销出
去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若收，一旦销不
出去，公司就可能倒闭；不收，农户一年
的辛劳就打了水漂。“收！全收！我们
不能让繁种农户流汗再流泪。”赵秀珍
作出决定。为把这 600万公斤种子销
出去，她带领员工出外跑市场，一跑就
是个把月，终于以近乎成本的低价把这
些种子全部售出。看着农民喜滋滋地
领钱离去，赵秀珍松了口气。

正当她为公司下步经营发愁时，
滑县县委、县政府出台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政策，鼓励农民由种植普通小麦
品种转向种植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政

策出台的第二天，赵秀珍就带领两位
技术人员直奔郑州，到省农业科学院
等地向专家“取经”。最终，她挑选代
理豫麦34、豫麦47两个品种。

20万亩优质小麦品种在滑县成功
推广，当年就获得60万元利润。可她却
跟员工讲：“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育种机
构，培育自己的品种，只有拥有自己的拳
头品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投资科研需要大量经费。资金从哪
儿来？她号召员工集资入股搞科研。
2005年，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不仅建立占地200亩的标准化
科技示范园和20万亩小麦繁种基地，还
在海南三亚崖城建立占地40余亩的科
研育种中心，在新疆、甘肃建立万亩玉米
制种基地，成立了我省首家院士专家农
业企业工作站，实现了从单一经营品种
到育、繁、推服务一体化的重大跨越。

育种难，育突破性品种更难。三伏

天里，赵秀珍和员工一起在田间育种，天
刚亮他们就钻进地里，下午一两点才出
来。为抢夺育种时机，中午他们就在地
头就着大蒜啃包子，喝上一杯绿豆水。

滑玉 168、滑玉 388等玉米品种通
过国审，滑丰 8号、滑育麦 1号等通过
省级审定的玉米和小麦新品种40多个
相继问世。

在赵秀珍心中，种子质量永远是第
一位的。她建立了覆盖种子生产全过
程的标准体系和种子质量检测中心。
多年来，在农业部门及省站的种子抽查
中，滑丰的种子从未有过不合格现象。

农民增收也是重中之重。滑丰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种粮大户”
等运作模式，建小麦繁种和优质专用粮
生产基地20万亩，带动农户6万户，年增
加繁种农户经济收入9000万元。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我想带动更多农户，培育出更
多优质麦种，让小麦增产，让农民增
收。”赵秀珍轻轻揉搓麦穗，饱满的麦
粒从中跃出，她神情温柔，语气坚定，
眼中充满希望。③9

本报讯（记者 栾姗）6 月 10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腾讯研究
院发布《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河南在数字
中国总指数省级排名中居全国第 6
位，中部省份首位；增速达 92.3%，高
于全国平均增速12.2个百分点。

据介绍，“数字中国”指数由数字
产业、数字文化、数字生活和数字政
务四个分指数加权平均而得，比较全
面反映了我国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报告》对数字产业、数字文化、数字
政务指数进行了省级排名，对数字生
活指数进行了城市排名。在省级排

名中，我省的数字产业、数字文化、数
字政务指数分别居全国第 7位、第 3
位和第 12位。在城市排名中，郑州
市数字产业、数字文化、数字政务、数
字生活指数分别居全国第8位、第13
位、第11位和第10位；驻马店、许昌、
周口三个市数字经济发展较快，进入
全国城市排名上升10强。

《报告》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
不仅关系政府的施政效率和民众的
生活便利，更与营商环境、经济增长
紧密相关。综合来看，河南数字经济
发展迅猛，呈现出“省会核心引领、地
市节点带动”的发展态势。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6 月 10 日，邓州市十林镇大东
村一座新落成的小院内喜气洋洋、
人来人往。屋内，老人们有的围坐
在一起打麻将，有的看着液晶电视
上的舞蹈节目扭动着腰肢，有的三
三两两在聊天。一位精神矍铄、身
着迷彩服的老人，不时和大家打着
招呼。

十林镇大东村老年人活动中心
这两天刚刚建好，身着迷彩服的老人
正是该中心的捐建者，名叫贾平良，
今年 80岁，是一名“老兵”。1960年
8月，贾平良从家乡十林镇大东村到
吉林通化当兵。1962 年，他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 年，他转
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2 年退
休。

“我从小家境贫寒，没有上过
学，是共产党救了我，我要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贾平良告诉记者。

在新疆工作期间，贾平良就乐
于助人。为帮助家庭贫困的哈萨克
族姑娘古丽巴合提读完大学，70多岁
的贾平良有空就去捡废品卖，还帮别
人看工地挣钱。2018年 7月，小古丽
顺利完成了学业。除小古丽外，贾平
良还多次资助家庭生活困难的老
人。贾平良先后被兵团、所在师授予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

贾平良一直有一个心愿——
在 80岁之前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
办点实事好事。大东村是一个贫困
村，村里活动场所有限，2018 年 12
月，贾平良回到村里，开始筹建老年
人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建筑面积近
150 平方米，配备了音响、电视、茶
具、象棋、麻将等用品。“花费将近 35
万元，欠款有 20万元，我和老伴每月
工资 6000元，慢慢还。”贾平良平静
地说，“活动中心捐给村里，村里的
老年人都可以来这里休闲，茶水免
费供应。”

大东村党支部书记武安兴说：
“贾平良为全村党员树立了榜样，我
们有责任像他一样扎扎实实做好村
里各项工作，为群众办好事、服好
务。”③8

追梦四十载 只为一粒种
争做 河南人

腾讯研究院发布数字中国指数报告

我省数字经济指数排名居中部首位

八旬“老兵”捐建老年人活动中心

6 月 11 日，暑运即
将来临，郑州客运段高
铁一队开展“防风险，除
隐患，遏事故”应急处置
演练，增强乘务员安全
意识和对夏季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
列车行驶安全正点。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实战演练
迎暑运

□本报记者 李若凡

问：什么是信用保证基金？

答：信用保证基金是指在全省范

围内由政府适当出资，引导符合条件

的粮食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缴存于贷

款银行账户，为粮食企业提供融资增

信，专门用于防范小麦、稻谷市场化收

购贷款风险的基金。

问：为什么要建立信用保证基金？

答：这是国家粮食收购市场化改

革的要求，为做好粮食市场化收购资

金供应工作，解决好市场化收购条件

下“有钱收粮”问题，缓解粮食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信贷风险化解

能力，建立健全市场化收购贷款资金

保障长效机制，落实好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经省政府同意，建立信用保证

基金，发挥信用保证基金作为粮食企

业增信和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

问：信用保证基金运作应当坚持

哪些原则？

答：一是政府引导原则，建立“政

府引导、银企协作、合规有效、市场化

运作”的管理机制，通过政府引导，推

进多方筹集资金，完善共同管理模式；

二是企业自愿原则，由企业自主决定

参与信用保证基金，由贷款银行和粮

食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三是互利

共赢原则，要有益于促进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落实，有益于政府“花小钱买

机制”，有益于引导信贷资金入市，有

益于粮食经营企业融资增信和银行防

控贷款风险；四是风险共担原则，要促

进市场化收购中的各方主体共同应对

资金风险、共同承担资金风险、共同化

解资金风险。基金代偿属于过渡性代

偿，代偿后发生的净损失由出资各方

共同承担；五是齐抓共管原则，实施当

地政府领导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直接

管理，财政部门、贷款银行负责监督，

其他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运作模式；

推动政府、企业和银行共同管理收购

资金贷款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有关部门在信用保证基金中

的职责是什么？

答：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牵

头组织、综合协调；省财政厅负责筹集

财政出资，监督基金使用；河南银保监

局负责指导各贷款银行积极开展粮食

收购信贷业务；贷款合作银行总行或

省级分行负责制定企业贷款基本条

件，及时审批、投放贷款，会同基金管

理人追缴基金代偿资金，在粮食收购

期间定期向省级基金管理小组和基金

管理人通报贷款审批、投放和收回等

情况；基金管理人在省基金管理小组

领导下负责基金运行日常管理工作，

包括基金归集管理，与贷款合作银行

总行或省级分行签订信用保证基金贷

款业务合作协议，复核基金退出、代偿

申请，协助贷款银行加强贷后管理，配

合贷款合作银行追缴代偿资金，定期

报告基金运行情况等。

问：信用保证基金规模多大？

答：基金规模暂定 10亿元，其中

省财政出资占 30%，参与企业出资占

70%。省财政视实际资金需求可同比

例追加规模。

问：信用保证基金资金来源是什

么？

答：省财政出资部分来自粮食风

险基金。参与企业用自有资金出资，

严禁使用贷款资金、借入资金、职工及

社会集资、预收货款等非权益性资金

出资。

问：哪些企业可以参与信用保证

基金？

答：全省范围内粮食贸易企业和

加工企业，按照《河南省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的审批程序，审核确认后参与信用保

证基金。

问：信用保证基金有哪些合作银

行？

答：农业发展银行、与基金签订信

用保证基金贷款业务合作协议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目前有签约意向的有兴

业银行、光大银行和农业银行。

问：参与企业缴纳基金份额是多

少？

答：基金缴存起点额度为 100万

元，原则上贸易企业每户认缴额度不

超过1500万元，加工企业每户认缴额

度不超过2000万元。

问：企业如何参与信用保证基金？

答：申请参加信用保证基金的粮

食企业，要向当地贷款银行提交贷款

申请，同时填报《河南省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保证基金申请表》；贷款银行受理

企业申请后，及时收集企业相关材料，

形成初步调查意见，逐级报有权审批

行审核企业的贷款准入条件。对于符

合贷款准入条件并同意受理的，原则

上在 5个工作日逐级给予受理银行书

面答复，并确定认缴基金的最高限

额。贷款银行收到上级行（或省行）答

复意见后，会同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确定企业基金参与资格，经基金管

理人审核后报省基金管理小组办公室

审核备案。审核通过后，申请企业再

与贷款银行、县级基金管理小组（省直

企业与贷款银行、基金管理人）签订河

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合作

管理协议，需要注意的是参与企业只

能选择一家贷款银行。最后，申请企

业在不低于缴存起点、不高于贷款银

行确定的最高限额内，自主决定认缴

数额，在签订三方协议后 5个工作日

内，将资金存入基金管理人在贷款合

作银行开立的基金专户。企业认缴基

金日期为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

问：贷款合作银行如何发放贷款？

答：贷款银行原则上按企业实际

缴存额度的10倍左右，最高不超过15

倍发放市场化收购贷款，具体贷款放

大倍数，由贷款银行根据企业信用评

级、盈利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和企业资

金需求等情况综合研究确定。贷款利

率不上浮，具体按照人民银行及各贷

款合作银行相关利率管理规定执行。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参与企业利用信

用保证基金增信取得的贷款，只能专

项用于小麦、稻谷的收购。

问：参与企业怎么退出信用保证

基金？

答：参与企业认缴后，原则上不得

退出，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

退还已认缴的基金份额。一是未通过

资格审批，自行缴纳基金的，可申请全

额退还；获得贷款合作银行贷款但未

达到缴纳基金倍数的，可申请退还多

缴纳部分；二是通过资格审批，缴纳基

金但未签订三方协议的，可申请全额

退还；三是通过资格审批、签订三方协

议并缴纳基金后，未通过贷款审批，或

通过审批后一个月内未贷款并提出退

出申请的，可全额退还；四是除上述情

况外，在基金 1年期满（本年 5月 1日

至次年 4月 30日）或贷款合作银行收

回所有参与企业全部贷款本息后，参

与企业可根据基金单位净值按出资份

额收回出资，或将出资继续保留在账

户，参与下一粮食年度的基金运作。

问：参与企业贷款逾期没有归还，

如何代偿？

答：贷款银行到期未收回的贷款，

由信用保证基金适当进行过渡性代

偿，代偿资金原则上由被代偿企业在

代偿发生后一年内全额补充到位。代

偿顺序为：先使用企业自身缴存的资

金，不足部分由信用保证基金公共部

分（同一贷款合作银行其他参与企业

出资和对应的省级财政出资部分)代

偿，代偿的金额不超过扣除企业自身

缴存部分后未还贷款额度的 2/3。同

时，信用保证基金公共部分以其资金

总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使用基金代

偿的，由贷款银行和基金管理人负责，

采取必要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追缴

资金，包括收缴银行存款、变现其他货

币性资产等。追缴回的资金按照未归

还银行贷款部分和基金公共部分代偿

份额同比例偿还。

问：信用保证基金有哪些奖惩机

制？

答：为保证基金平稳有序运行，我

们在政策制定中增加了奖惩方面的条

款，奖励守信企业，惩罚失信企业。一

是对当年未使用信用保证基金代为偿

还贷款的企业，在以后约定期限内再

申请贷款时适当提高放大倍数；二是

对当年使用信用保证基金代为偿还贷

款的企业，在约定期限内足额偿还本

息的，次年贷款放大倍数最高不超过

5倍；三是对拒不执行还款计划的，通

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追缴，对恶意

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提交相关部门

将企业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列入违法经

营的“黑名单”，属于国有企业的，建议

其主管部门依党纪政纪严肃追究企业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四是

对积极配合充实基金额度、基金额度

增长比例较高的参与企业，贷款银行

在支持其仓储设施、批发市场建设、从

事多品种经营、贷款放大倍数等方面，

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优先给予信贷支持；五是省粮食

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小组会同

贷款合作银行根据当年对企业及银行

收购贷款代偿及后续资金回收情况，

动态调整参保企业名单，并确定下一

年对企业贷款放大倍数，形成奖优罚

劣的淘汰机制。

贷款收粮 怎样用好信用保证基金？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面解读相关政策

为了解决粮食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融资问题，经省政府同意，2018年年底，省财政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银保监

局、省农发行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河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财贸〔2018〕151号）

文件，建立了“河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以下简称“信用保证基金”）。近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宇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信用保证基金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