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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险 紧密防护

“百亩田千头猪”生产线70条，年
可出栏生猪20余万头；流转土地1.2万
余亩，建成万亩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区……

宝丰县河南康龙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养殖、种植科研等于一
体的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
2014年创业至今，每一步发展都离不
开宝丰农商行的支持。

服务乡村振兴，大力支持特色农业
产业经营主体是平顶山农商行的一大重
点工作。近年来，针对当地确定的特色
农业，该行将重心放在县域特色产业和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上，积极推广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
等多种信贷模式，重点支持县域特色产
业。与此同时，采取“公司+村集体+家
庭”农场模式，“政府+企业+村集体+农
户+基地”的新型运作模式，积极培育新
型特色农业主体。

目前，平顶山全市农信社已重点
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50个，
余额 5.39亿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20户，余额 0.69亿元；支持专业大户
152户，余额1.92亿元，形成了新型农
业主体、基地建设和农民增收的良性

互动。
以平顶山农商行为代表的农信

社是服务我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全省农信社守牢
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不断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4月末，全省
农信社已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8963亿
元、乡村振兴贷款 3396 亿元，“十四
五”期间计划向全省投放乡村振兴贷
款 4000 亿元以上，全力以赴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和
服务保障。

与此同时，我省商业银行也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用心、用情支持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助力我省特色农
业稳健发展壮大。

南阳市被誉为“艾草之乡”，全市
艾草种植面积达 24 万亩，注册企业
1529 家，市场份额占全国的 70%以
上，有大批相关从业者。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镇赵堂村村
民赵先生是当地艾草种植大户，曾因
资金短缺一时陷入困境。农行河南
省分行听说后，以最快速度为赵先生
申请贷款，很快便为他办理了纳税 e
贷1笔金额20万元。

“这次出现短期的资金问题，农行
第一时间给我解决了。”赵先生感慨十

足。截至目前，农行河南省分行已累
计向艾草产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发
放“艾草贷”近300笔3700余万元。

如今，在南阳地区，农行河南省分
行还针对当地月季创新推出特色产业
惠农e贷“月季贷”，累计投放相关贷款
151笔金额1720.8万元，不断助力“美
丽”产业蓬勃发展；针对该市中医药发
展，重点支持西峡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仲景宛西制药公司，累计投放贷
款2亿元以上，用于该企业改进药材提
取工艺和设备、扩大运转，对其下游企
业、药材收购农户也跟进扶持，采取与
省农担合作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客户发
放“药材贷”达1.6亿元。

相比直接贷款，我省商业银行还积

极为特色农业搭建展销平台。今年5
月上旬，中原银行上线土产大集南阳
馆，主推邓州蜜薯、艾草、月季等特色农
产品，截至5月底，该行网上展销平台
共入驻农户或合作社144家，平台重点
打造黄河滩专馆和国家地理标志专区，
上线特色农产品912件，累计销量11.95
万笔，为农户增收432.22万元。

特色农畜牧业方面，在2019年我
省生猪产能持续下降背景下，郑州银行
主动对接南阳养殖龙头企业——牧原
集团，为其新增授信2亿元，为牧原集
团上游由贫困户组成的县乡村三级合
作社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该项目的实施
促使养殖户摆脱困境，扩大经营，有力
支持了当地养殖业发展。

经营主体 备受支持

做强产业 带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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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也要为其织
牢织密风险防护网，农业保险在这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原农险为例，
2020 年在全省近 100 个县开办了特色农
业险项目，涉及林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
等多种特色农产品，覆盖农户 16.69万户，
涉及风险保障66.89亿元，为我省优势特色
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不仅覆盖面广，保障金额充足，农业保
险在护力特色农业上的创新做法也值得借
鉴。如中原农险探索推动耕地地力、淡水
养殖等指数类保险，推动农作物价格、苹果
期货、生猪期货等价格类保险扩面落地，确
保产量、品质和收益三联共保。

与此同时，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助力
乡村振兴，河南省银保监局还专门印发
方案，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保险为依托，创
新金融支农模式，助推河南乡村振兴走
在全国前列。其中，特色农业被多次提
及，要求提供广覆盖的保险服务、多品
类的产品供给、全方位的风险保障。方
案还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地方优势特色
农产品保险，创新发展“基本险+商业
险”多层次保障模式，积极开展“保险+
期 货 ”试 点 ，有 力 支 持 各 地 发 展 特 色 。
今后，像南阳黄牛、开封大蒜、信阳毛尖
这些豫系地理品牌标志，将获得全面风
险保障。

“真正让农业保险精准发力，护航乡村
振兴。”省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在市场监管、部门联动、信息共享、优
化生态等方面强化组织保障，从而为我省
农业高质量发展加码助力。9

兴特色农业 助一“币”之力
特色农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省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动鲜活续写着“农”字文章，与此同时，我省金融机构也积极发挥优势，在资金提供、风

险防范等诸多方面，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保障，润泽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祁道鹏 胡舒彤 李鹏 王昺南

□本报记者 王昺南

美食家蔡澜说过：“爱吃的人，享
受食物的人，值得交往。”在业界同行
眼中，卫龙食品的创始人刘卫平就是
这样的人。

22年前，他从湖南平江出发，凭
着一股对美食的热爱，只身来到了国
家食品名城漯河，与双汇、南街村等中
国驰名品牌毗邻而居。面对食品行业
的百舸争流，卫龙食品紧紧围绕“中国
味道”做文章，上演从“国货潮品”到

“全球零食”的跨越之路。

圈定中原，只因“国人厨房”

漯河，是一座靠食品工业起家的
城市。如果说河南是“国人厨房”，那
么漯河便是“国人厨房”的核心。

也许没人相信，刘卫平选择漯河，
仅仅源于一张地图。

起初，刘卫平考虑了几个城市，
但这几个城市都比较偏，不在交通主
干线上。于是，他就找来一幅地图，
沿着交通主干线划了一下，圈定了郑
州和漯河。“之所以最终选择漯河，是
听说那边食品企业非常多，特别是有
个双汇。大家都知道，双汇火腿肠做

得非常好，我也要去那里。”刘卫平坦
率地说。

刘卫平清晰地记得他来到河南的
日子。1999年 8月 4日，来自将军之
乡的刘卫平，像家乡的前辈们那样，凭
着一腔热血，一路向北，从平江到长
沙，从长沙到郑州。1999年 8月 5日
凌晨 3 时，2153 次列车到站，刘卫平
首次从郑州踏上漯河的土地。

不过那时候，他还没有确定要做
卫龙辣条，只是想带着母亲传授的酱
干手艺闯闯，面粉是重要的原材料，
盛产小麦的中原地区成了他创业的
故乡。

蹿红背后，原是“解压神器”

刚创业的刘卫平是老板也是伙
计，采购、制作、送货全都干。每天早
上 5点不到就去进货，晚上 12点还没
收工。即便寒冬腊月，刘卫平也推着
三轮车在漯河的大街小巷吆喝，“卖辣
条，好吃的辣条！”

慢慢他发现，又咸又甜又辣的辣
条，主力消费人群是 80后、90后。它
具备一种魔力：一拿起就停不下来。

现在来看，事实上这背后是有科
学依据的，甜味让人保持心情愉悦，而

咸味、辣味有助于抵御焦虑和悲观情
绪。这类年龄层消费者已经是社会的
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面临工作和
家庭的双重压力。因此，辣条对于他
们来说，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情绪抚
慰佳品。

生产乐事薯片的菲多利公司首席
科学家林义山曾说过，人可以一两天
不吃甜食，但绝对不可一天不吃盐。
盐所引发的“无意识进食”，也是薯片
公司赚钱的秘诀之一。这个道理同样
适用于卫龙辣条。

精准定位市场消费群，刘卫平拿
着手工作坊里赚到的“第一桶金”，注
册了商标，“卫龙辣条”正式诞生。

走出国门，做好“中国辣条”

这种神奇的面质食物，有韧性，
有嚼劲，麻辣偏甜，不仅活跃在小朋
友与年轻人的购物车中，也活跃在
互联网的段子与表情包里，还频频
冲上热搜。

原因是，根据相关平台数据，2020

年下半年，卫龙辣条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120%，出口至16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
购买辣条最多的国家依次为日本、新加
坡、韩国。外媒纷纷评价，继老干妈之
后，又一美食走出国门。

消费品牌就是消费人设。刘卫平
说，卫龙辣条就是靠着低端食品的高
端化线路，把一包五毛钱的辣条做成

“国货潮品”，代言“中国零食”，卖出了
十几倍的价格和几十亿的销量。当品
牌成为过目不忘的鲜活生命体，也就
成功了一半。

“中国零食”要有“中国质量”，极
致才能出精品。卫龙食品科研团队坚
持对年轻人市场进行深入的分析，包
括他们的口感、味道、价格敏感度等方
面，并充分考虑用户不同食用场景，对
产品形态和包装不断变革。

没有传统的行业，只有传统的思
维。近年来，三只松鼠、盐津铺子、良
品铺子等新零食品牌崛起，并逐渐由
单一品类向多品类延伸，低门槛、高毛
利的卫龙辣条，自然也在拓展范围内，
不断拓展上下游产业链。

“消费都升级了，更何况辣条。”刘
卫平的目标是将卫龙辣条系列产品，
打造成为“全球零食”，让世界爱上中
国味。9

卫龙辣条

从“国货潮品”到“全球零食”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交通银行河南省分
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广发银行郑州分行等8家金融单位签署政银战略合
作协议，未来将在服务企业注册登记、推进信用信息共享、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加强风险管理防控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

据了解，去年 4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等 10家
金融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截至目前，已为全省 62.6万户小微企业授信
贷款6121亿元，为 5.5万家企业提供餐饮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保险金2.1万
亿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林青介绍，开展政银战略合作，有利于共同
营造更加便捷优质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加强
信息交换和共享，让企业信用、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财富。

未来，市场监管系统将重点围绕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进一步
强化普惠性金融支持。另外，还将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管理和经济补偿功
能，积极拓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保险业务，建立意外
救助、风险补偿等机制，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9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 通讯员 李昂）党建联建聚合力，携手同进促发
展。为进一步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河南粮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建联建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顺利举
行。中原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窦荣兴，党委副书记、行长王炯，党委副书
记王留豹等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河南粮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兴华
等出席。

李兴华介绍了河南粮投集团的发展情况，对中原银行大力支持粮投发
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双方建立党建联建，有利于携手同步粮食高质量发
展之路，将政治优势转化为促进双方业务合作的发展优势。

窦荣兴表示，双方建立党建联建，联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交流分享工
作经验，加强战略合作，将有力促进双方党建高质量发展和服务粮食安
全。中原银行将立足于河南农业大省的省情，不断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进一步畅通融资渠道，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为促进粮食安
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主动作为。9

我省建立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制度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获悉，河南省正式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
议”）制度，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据了解，联席会议由分管知识产权和科技工作的副省长担任总召集
人，成员包括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等31个部门和单位，其中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为牵头单位。

2016年，我省成功获批建设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近年来，我
省通过深入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中
心建设等，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稳步提升。2020年，全省专利申请量达18.64
万件，授权量达 12.28万件，比上年分别增长 29.4%、42.4%；全省商标注册
申请量43.5万件，总有效商标注册量达112.1万件。

但另一方面，全省每万人口拥有发明专利的数量是 4.52 件，离全国
15.8件的平均值还有一定差距，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迫在眉睫。

此次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各知识产权相关部门资
源配置，通过实施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措施，推动全省知识
产权事业快速发展。9

政银合作添力小微企业

党建联建促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刘懿）日前，记者从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获悉，该行与郑州市人民政府签署《金融支持郑州市“十四五”规划建设
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共同助推郑州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据悉，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原有合作基础上，重点围绕高品质现代都市
建设、现代交通物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和社会事
业、水利与生态环境、美丽乡村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近年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不断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积极探索金融
创新，重点对郑州金融岛、科学谷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等进行创新融资支持，全力为郑州实体经济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保障。此次签约，是双方深化合作的进一步延续，将助力“郑中心”城市建
设，为郑州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注入金融活水。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全力支持郑州‘十四五’规划
及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贡献中行力量。”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常
冰雁表示。9

以综合化金融服务助“郑中心”快成长

财经观察

创富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昺南 本报通讯员 王甲辰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作为粮食的“粮食”，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
率在 40%以上，因此，化肥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尤为
重要。郑州商品交易所瞄准化肥供需“痛点”，面向参与国家化肥储备项目
的承储企业推出“商储无忧”试点，为化肥供应保驾护航。

那么，“商储无忧”试点又是如何应运而生？
“为保障春耕时期化肥供应稳定，尿素行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商业储备

的习惯。国家化肥商业储备遵循企业承储、政府补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
基本原则。参与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的承储企业，需要保障三个月化肥在库时
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期间，化肥承储企业需要承担化肥的跌价风险，
却无法通过降低库存、提前销售等传统手段来规避风险，往往因此导致亏损。

对此，郑商所积极破题，确定了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共 5个项目合计
10万吨尿素为首批“商储无忧”试点，并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

“‘商储无忧’项目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熨平价格
波动，锁定利润水平，平稳度过长达 6个月的化肥储备期，还能对承储企业
进行额外补贴。”试点企业相关负责人一语道破。

“2月份，尿素市场面临着供应量增多，价格下跌的风险。”首批“商储无
忧”试点企业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杰感受颇
深，该公司对部分在库尿素进行卖出套期保值，从而规避了市场风险，并在
期货端盈利124万元。

在帮助企业套期保值的同时，“商储无忧”和尿素期货相结合，助力着
承储企业从期货市场锁定买入价格，及时补充承储期内的尿素货源。

此外，在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商储无忧”试点项目将国家化肥商业
储备同期货市场的交割体系相结合，让承储企业更加安全地完成储备任
务。

“下一步，郑商所将扩大‘商储无忧’试点规模、丰富企业类型、加大支持
力度，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期货力量。”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9

“商储无忧”化解化肥价格风险

在南阳发放“艾草贷”300笔 3700余万元，“月季
贷”151笔共 1720.8万元，为仲景宛西制药公司下
游企业和药材收购农户发放“药材贷”达1.6亿元。

农行河南省分行

上线土产大集南阳馆，截至5月底，网上展
销平台共入驻农户或合作社 144家，
累计销售特色农产品 11.95 万
笔，为农户增收432.22万元。

中原银行

2020年在全省近 100个县开办特色农业险项目，
覆盖农户16.69万户，涉及风险保障66.89亿元。

中原农险

图① 鄢陵农商行大马支行为当地草花育苗基地授信。9 曹焕敏 摄

图② 中原农险在南阳用无人机勘查月季，为其承保。9 中原农险供图

④④

图③ 三门峡市王家后乡坟上村，农民通过核桃种植增收致富。9 本报资料图片

图④ 在南阳市郊区种植园，农户在查看艾草生长情况。9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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