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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老区看老乡

革命老区南召县有着光荣的历史。1930年春，中国共
产党南召地方组织诞生。解放战争时期，闻名全国的“豫西

牵牛”战役就是在这里制定战略决策并组织实施的。近年来，南召县立足山
地资源优势，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带动林农和贫困群众致富，让绿饭碗成为老
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金饭碗”。

老区名片

绿色发展正当时。南召县围绕 30

万亩国储林建设任务，创新思路，将林

农和老区群众“穿”在了绿色发展的产

业链上，让群众找到了奔小康的“聚宝

盆”、端上了绿饭碗。南召林业经济的

探索，体现出善于谋划、巧于整合的工

作特色，蕴含着对市场的深入研究、对

农民精准的引导扶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南召县借助

国储林项目还集聚了 3.5 亿元扶贫再

贷款、1.75 亿元户贷户用小额贷款和

8700 万元到户增收资金投向林业，壮

大了林业产业，破解了国储林投资周

期长、收益慢、风险大的发展难题，实

现了国储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善于研究、勤于探索，就能创造出

新的风景。③8

林下“种”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5 月 18日傍晚，夕阳映红了半边
天。南召县崔庄乡马良村村民任中华
抬起头，挺直腰板，回头看着刚刚浇过
水的玉兰树，只见新栽的树木迎风摆
动着枝叶，沙沙作响。

“姐妹们，下班了！”在欢声笑语
中，十几名中年妇女拿着铁锹、水管从
树林中出来。她们走进会计室，每人
领到一张小小的纸条。“干一晌领一张
纸条，月底统一结算工资，这一张纸条
是40块钱。”任中华向记者介绍。

马良村的 500亩土地流转给了南
召县森源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发
展国储林。该公司在此种植了大量
的玉兰和国槐，林下还套种了白芨、
蒲公英等中药材。育苗、植树、浇灌、
除草……马良村有 100多名闲散劳力
得以在“林下”安生务工。

“俺村人多地少，光靠种地根本吃
不饱饭。”在任中华的记忆里，村子的
改变是从2006年开始的。那时，村党
支部书记王天友意识到，必须发展产
业，村子才有出路。他带着村干部远
到河北考察高效农业，近到西峡学习
香菇种植。最终，村里引进了一家公
司发展蔬菜、苗木种植。但由于山区
昼夜温差大，普通的大棚无法培育出
反季节蔬菜，这家公司只能缩减规模，
转型发展电商产业。

两年前，南召县国储林项目启动
实施。石子河穿村而过，良好的灌溉
条件吸引了森源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马良村流转土地，育苗造林。该公司
对 60个大棚进行了升级改造、安装了
增温系统，基地实施水肥一体化的集
约型种植模式。两年时间，这里树木
郁郁葱葱，树下药材连成一片，薰衣
草、百合等观赏性花卉也在培育种植
中。村民们不仅拿到了土地流转金，

还在基地找到了工作。
“出路在山，希望在林。”南召县委

书记刘永国说，近年来，南召县针对全县
贫困人口集中在深山区、增收路径窄的
实际，确立以林业资源优势为基础，带动
发展苗木、中药材、柞蚕等产业的工作思
路，在实践中摸索出林苗景一体化、林果
药一体化、林蚕菌一体化和林养游一体
化的“林+N”生态产业模式，让群众端起
绿饭碗，吃上生态饭，鼓起钱袋子。

城郊乡上店村村民段刚因病无法
从事重体力劳动，生活一直比较困
难。如今，他在本村的种植基地劳动，
不仅有收入，更觉得活着有尊严。“村
里还规划建小吃一条街，我准备学学
做手抓饼、烤面筋，也吃口‘旅游饭’！”
曾经的愁容在他帅气的脸上烟消云
散，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无限期望。

据介绍，南召县国储林项目规划
面积 30万亩，仅去冬今春就新增 3万
亩。依托该项目，南召县培育了苗木
花卉、食用菌、中药材、柞蚕等六大特
色产业，打造特色种植基地 125个，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233 家，带动
1.3万余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③8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
杨眉）5 月 19 日，从省地矿局传来消
息，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承担的

“河南省卢氏县狮子坪—瓦窑沟锂铌
钽（锡）矿普查”项目，在河南省首次发
现并提交了 3700 多吨的锡金属资源
量，实现了找矿重大突破，填补了“中
原无锡”的空白。

“河南省卢氏县狮子坪—瓦窑沟
锂铌钽（锡）矿普查”项目是 2018年度

省财政地质勘查续作项目，于 2019年
11月 29日锡矿普查阶段通过河南省
地质勘查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的监
审，普查阶段野外工作已基本完成。

据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勘查院院长
王建光介绍，截至目前，该项目初步估
算资源量锡金属量3700多吨，钽、锂、
铍矿达中型规模。锡矿填补了河南省
找矿空白，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找矿意
义。③9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有了这辆
新能源汽车，以后我们走村入户更方
便了。”5月 18日，在三门峡市司法所
执法执勤用车发放仪式上，三门峡市
湖滨区交口司法所所长董阳接过车钥
匙后高兴地说。当天，全省司法所建
设工作推进会在三门峡举行，对今年
我省司法所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2019年，我省确定了全省司法所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三年内把全省司
法所全部建成三星以上规范化司法所。
一年多来，省司法厅以星级规范化司法
所建设为抓手，狠抓基层基础建设，统一
了全省司法所外观标识，命名了全省首
批200个五星规范化司法所，并对每个

五星规范化司法所奖补10万元。
我省将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每

个司法所要有 3名以上正式人员，其
中至少配备 1名政法专项编制人员；
采取“减县补乡”、推动机关工作人员
下沉司法所等措施，使司法所人员配
置不少于县（市、区）司法局人员总数
的60%；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
每个司法所配备 1名以上社区矫正专
职社工、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作为
司法辅助人员；继续加强业务用房建
设和执法执勤用车配备，确保司法业
务用房面积不低于 120平方米，采取
购买、调拨等方式，为司法所配备必要
的交通工具。③6

我省发现首个锡矿

我省每个司法所
要有3名以上正式人员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5月 20日上
午11时 28分，在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公铁物流港，满载着 70TEU
（20英尺长集装箱）汽车配件、机械设备
等“河南造”产品的中欧班列（新乡号），
再次缓缓开出，加速驶向国际市场。

“这些货物经国铁新石线，一天后到
达青岛黄岛港，海运出口最终到达美国
底特律。”新乡经开区党工委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是中欧班列（新乡号）“海上丝
路”铁海国际联运首列班列，第一次采用

“铁路+海运”混合联动运输方式出口货
物，是我省新打通的又一个进出口通道。

据了解，在不考虑装卸费用的情况
下，海运成本只有铁路运输的 1/3左右，
选择铁海联运将大幅降低企业的运输成
本；与此同时，铁海联运让中欧班列（新
乡号）运输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中亚五国。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具备了出口货
物查验场所、能力和资质，本次铁海联运
班列的开行，还实现了新乡“一站式”报
关，简化了货运流程，减少了运输过程中
掏箱、短倒环节，进一步缩短了运输时
间。

据介绍，2018 年 3月 28日，首列中

欧班列（新乡号）成功开行，已实现每月
4—6列去程出口班列常态化运营，并于
去年 4月 3日迎来了首列返程进口班列
（每月1列），开始“重去重回”往返运输。

今年以来，新乡经开区指导各方积
极挖掘组织货源，加大场站消杀频次，在
新乡海关的大力支持下简化线下手续办
理，最终于 3 月 5 日正式恢复中欧班列
（新乡号）常态化运行。

中欧班列（新乡号）铁海国际联运班
列的开行，为新乡乃至豫北地区企业发
展提供了新的重要物流保障，有效增强
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对
周边货源形成较大“吸引力”。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
员 苑磊）“真没想到我们推迟结
婚的事，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更
没想到能参加这一场‘云集体婚
礼’，还有黄旭华、李兰娟两位院
士为我们证婚，太幸福了！”5月
20日上午，鹿邑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城区中队辅警杨艳垒高兴地告
诉记者。

当日，杨艳垒和妻子刘黎明
受邀参加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全
国公安新媒体矩阵、中国家庭报
举办的百对战“疫”新人“云集体
婚礼”。

杨艳垒和刘黎明均是 1995
年出生，杨艳垒当过 5 年武警，
2017年 12月从部队退伍。怀着
对警营的向往，2019 年 2 月，他
通过考试被招录为鹿邑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的一名辅警。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杨艳垒
和刘黎明推迟了原定于 1 月 30
日举办的婚礼。当时，已经获批
婚假的杨艳垒在未婚妻的支持下
主动返回工作岗位，参加疫情防
控工作。他和同事们在鹿邑县城

区主要路段巡逻查控，指挥疏导
交通，始终坚守在防控一线。

“我会还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杨艳垒当初许给刘黎明的承诺如
今成为现实。前不久，杨艳垒接到
参加“云集体婚礼”的邀请函。

5月 20日上午 9时，杨艳垒
和刘黎明携手来到鹿邑县民政局
婚姻登记大厅，在一片祝福声中
领取了结婚证。鹿邑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的同事们一起布置了喜气
洋洋的“云婚礼”场地，与两人一
起分享幸福的喜悦。

10 时 08 分，百对战“疫”新
人“云集体婚礼”开始，华少担任
司仪，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兰娟共同为新人证婚，李宇
春演唱歌曲，李云迪弹奏婚礼进
行曲，各界名人组成云伴郎伴娘
团为新人送上祝福。

“从军营到警营，不变的是忠
诚和为民本色。作为
一名辅警，我一定更
加努力工作，回报社
会对我的关爱。”“这

场婚礼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
忆，我会一如既往支持艳垒的工
作。我骄傲，我是一名警嫂！”在

“云集体婚礼”过程中，杨艳垒和
刘黎明紧握着对方的手，互诉爱
情誓言。③4

目的地：美国底特律

新乡铁海国际联运班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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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2020520”因 谐 音
“爱你爱你我爱你”，吸引了很多
新人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图为
5月 20日，在郑州市金水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一对新人在展示
新领的结婚证。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5 月 20 日，
尉氏县一对新人领到结
婚证后秀恩爱。⑨ 6
李新义 摄

55月月 2020日上午日上午，，在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在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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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对农业保

险工作作出安排，要求完善农业保险

政策，推进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加

快 建 立 多 层 次 农 业 保 险 体 系 。 2015

年，我省唯一保险法人机构中原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带动全省农

险规模快速提升至全国第二位。农业

保险在保障我省粮食安全，推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特色县域经济等方面发挥了何种作

用？下一步的创新方向又在哪里？即

日起，本报将开设专栏，邀请省辖市党

政干部就此展开探讨。

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压
舱石”“助推器”，是农民持续增收的

“保障网”“稳定仪”。加快农业保险高
质量发展对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农
民收益、加速乡村振兴等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南阳是全国产粮大市、生猪生产
调出大市，担负着保障全省乃至全国

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的重大政治责
任。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立足
稳定农业生产、打赢脱贫攻坚战、推
进乡村振兴，在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着眼满足“三农”
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防控需求，指导
协调中原农险等涉农保险机构认真
贯彻落实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委意
见，积极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
增品”，全力为“三农”工作稳定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稳步推进重要农产品保险，
扎实筑牢传统农业发展屏障。立足降
低区域性生产经营风险，持续扩大小
麦、水稻、花生等主要作物和生猪等主
要畜禽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发小麦收
入保险、花生价格指数保险等新产品，

深入推进种猪、仔猪、能繁母猪等保
险，构建更坚实的风险防控屏障。去
年，全市小麦、水稻、花生累计参保
5556.4万亩、166.79万户次，提供风险
保障金49.6亿元。全市生猪累计参保
644.8 万头，提供风险保障金 52.66 亿
元，已决赔付1.87亿元，生猪养殖保险
实现全链条覆盖、“零风险”。

——探索实施特色产业保险，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做大
做强“菌”“花”“果”“药”四特产业，制
订了《南阳市地方特色农业保险试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市 财 政 每 年 列 支
1000 万元预算，对各县（市、区）财政
承担特色农业保费的，在省财政给予
保费奖补的基础上，市财政再奖补
25%，大力扶持特色农业发展。2019

年，全市共有 9个县（市、区）相继出台
了特色农业保险支持政策。中原农险
积极发挥“功能性”国有企业及专业农
业保险公司的作用，率先开展特色农
业保险试点工作，累计为 4265户参保
农户提供食用菌、林果、花卉、蔬菜、茶
叶等特色种植和肉牛、肉羊、蛋鸡、小
龙虾等特色养殖风险保障金 12.7 亿
元，补贴资金杠杆效应放大 29倍。新
开发的价格指数保险等为农户提供了
更加全面的风险保障。

——发挥农业保险支撑作用，全面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创新实施“就业
带贫”措施，由县（市、区）政府承担大宗
种植作物农户自缴保费，由中原农险按
一定比例聘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作为农险助理协保员或宣传员，并发放

劳务费。严格执行涉贫保险产品费率
下调规定，鼓励各级政府出资为农户缴
纳保费，持续发挥一揽子扶贫业务保障
作用。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网点”
建设，推动实现贫困乡镇、贫困村保险
网点全覆盖。扎实推进驻村帮扶队伍
人身意外医疗综合保险，积极研发临
贫、易贫、防返贫等保险产品。去年，中
原农险在全市聘用贫困人员12959人，
共发放“就业带贫”资金 1505万元，为
10.68万户贫困户减免涉农保险业务保
费164.38万元。

——创新农业保险新模式，积极推
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农险机构遍布
乡村的网络优势，积极创新服务内容、
方式和产品，努力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融资、技术、防灾、环境治理等各方

面的服务，全力打造“农村金融综合服
务商”。去年，“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内乡
示范区”正式启动，目前运行良好。由
中原农险和内乡县政府合作推动的城
乡居民医疗补充保险全面铺开，大幅提
高了城乡居民医疗报销比例。

农业保险的推广实施，提高了农业
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能力，
保障了农副产品生产稳定，增强了农民
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心，带动了一
批新型农业、特色农业快速发展。下一
步，南阳市政府将持续强化对农业保险
工作的扶持力度，全面支持农业保险机
构拓展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力，积极
引导广大农户增强风险防控意识、踊跃
参与农业保险，努力提升农业保险覆盖
面和保障力，让农业保险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上助力“三农”工作快速向高
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更好为“三农”工作保驾护航
——南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鹏谈农险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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