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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保险来托底 椒农不再怕“风雨”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创建“省级生态市”刷出绿色新颜值邓州

舞钢市

纪检干部基层传递“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沈春梅

刘文博）“以前种辣椒，收成不好了担心

赔本，可丰收了又担心卖不上好价，现在

有了价格指数保险，不用再担心明年的

辣椒价格了。”12月 5日，柘城县牛城乡

椒农梁孝宗说。近日，中原农险柘城县

营销服务部完成了我省首次辣椒价格指

数保单出单工作，投保面积 6212.90 亩，

总保费 111.83 万元。据悉，辣椒价格指

数保险在我省为首创，此次出单工作也

意味着辣椒指数保险试点工作在柘城正

式启动。

柘城是全国辣椒产业大县，有“中国三

樱椒之乡”之称。但是，辣椒种植受气候等

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而且随着产销量的变

化，市场价格波动大。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市

场风险，稳定辣椒种植户收入，中原农险在

柘城县开展了辣椒种植保险，并开始试点辣

椒价格指数保险。

中原农险柘城县营销服务部负责人刘

文博告诉记者：“此次辣椒价格指数保险共

涉及4个乡镇，投保面积6212.90亩，保险金

额2000元/亩，保费180元/亩，全部由政府

出资，近112万元保费可撬动风险保障1242

万余元。”

“在保险期间，当保险辣椒在约定的价

格结算周期内每日市场价格平均值低于保

单载明的保险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

生，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刘文

博说，市场价格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物

价部门、中原农险、辣椒协会、投保人代表

组成价格信息采集小组，当年12月1日至

次年2月28日每天对双方约定的交易市

场的辣椒（三樱椒干椒、中统货）价格监测

采集，并将在价格结算周期内每日价格的

平均值作为该结算周期的市场价格。保险

价格参照保险辣椒当地近三年的生产成

本、平均产量和预期收益，由保险人承保

前发布，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经测算，

2017年保险价格确定为10.4元/公斤。辣

椒价格保险价格结算周期为每年1月1日

至3月1日。

据了解，相比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价格指数保险具有保障程度高、理赔时效快

等特点，可以保障农户收入，不仅利好农户，

也进一步拓展了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空间，促

进农业保险由保基本灾害、保物化成本向保

成本、保收入转变。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杨迪）“你

看看，咱邓州越变越干净、越变越美丽，我都

快认不出来了。”12月5日，刚从广州打工回

来的李茂感慨地说，“一年没回家，没想到变

化这么大。”确实，从外地回邓州感觉“陌生”

的，并不止李茂一人。

城区美、乡村净、空气好、水质优……优美

的环境，令越来越多的邓州人享受到了生态环

境建设带来的成果。而这“绿”的背后，是邓州

上下齐心协力对生态建设的执着和坚持。

11月16日至18日，省环保厅考核验收

组对该市创建省级生态市工作进行考核验

收，邓州市顺利通过。

曾经，生态是邓州的追求；如今，绿色是

邓州的“颜值”。

近年来，邓州市大力实施生态建设，坚

持以生态文明引领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着力打造城市“生态”名片，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

邓州市通过控污、控煤、控车、控尘、控

油等“五控”措施，加大对工业废气、扬尘和

机动车尾气的治理力度，重点解决影响大气

环境质量的工业污染、施工和道路扬尘、燃

煤锅炉、机动车尾气污染和秸秆焚烧等突出

问题。该市先后整治影响空气质量的排污

企业200多家，关停、改造小锅炉78个黏土

砖瓦场72家，使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

省定标准，农村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以

上。

邓州市是南水北调渠首市，为确保一泓

清水永续北送，该市围绕“水”字做文章，对

内、外城河10千米河道进行深度治理，引湍河

水、刁河水入城，形成碧水绕城的景观；在湍

河环城段建成上、下两个橡胶坝，对湍河沿岸

实施集蓄水、供水、交通、生态景观于一体的

综合工程建设，构成天然的生态保护屏障。

此外，该市新建市级污水处理厂两个、

垃圾处理场1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19个、

乡镇生活垃圾中转站17个、填埋场7个；先

后关停或深度治理河道沿线涉水的造纸、化

工、水泥等污染企业30多家，关闭南水北调

渠系周围的养殖企业10多家。

目前，邓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100%、村镇饮用水合格率100%，水环境

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率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60%以上，城区生活垃圾清扫率、清洁率均

达100%。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新朋 刘海军）“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我

们要结合咱村实际，大力推进食

用菌、农家乐等产业发展，以产业

发展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脱贫

致富。”12月5日，舞钢市杨庄乡

郜林村冯付德的农家小院里，20

多位村民听得仔细，该市纪委常

委杨春峰正讲得有劲儿。

该市纪检干部在学深悟透、

完整准确领会报告精神实质的基

础上，集体讨论备课，撰写宣讲提

纲；并紧密结合当前精准扶贫有

关政策和帮扶措施，运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采取上户宣讲、集中宣

讲、张贴宣传挂图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实现与村组干部、老党员和

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

流，“心与心”沟通，确保在基层一

线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

明白，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听得

懂、能领会、可落实。

据了解，舞钢市纪委干部已

先后到7个村开展宣讲，共作宣

讲报告 33 场次，直接听众近

1000人。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王伟 艾守斌）12月5日上午，全

国劳动模范、正阳建工集团党总

支书记闵建功来到正阳县实验中

学工地，向70多名一线农民工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闵建功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为切入点，向工人们进行十九

大精神的宣讲。“十九大报告让我

们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撸起

袖子加油干，具体来说，立足岗位

怎么干？怎么创新？怎么把自己

的价值通过岗位充分体现出来？

只有不断学习再学习。”闵建功说，

他将总结更多操作方法，进一步做

好“传帮带”工作，把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的正能量传递下去。

架子工张智斌说：“听了闵书

记的宣讲，感觉十九大报告就是

在说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家里的

事、广大工友关心的事，让我们干

起活来更来劲！”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听了

这次报告会，很受感动，也感受很

深，每个平凡的岗位上都有不平

凡的榜样，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履行党员义务，感动着鲁山的父

老乡亲，鼓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作为一名法

院干警，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

以先进为榜样，用实际行动，为建

设平安幸福新鲁山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12月5日，听完县“敬业爱

岗 奉献担当”事迹报告会后，鲁

山县人民法院研究室科员何圆圆

说。

当日上午，鲁山县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敬业爱岗 奉献

担当”事迹报告会举行，6名来自

不同岗位的先进人物讲述了他们

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

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

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有榜

样、赶超有目标、发展有经验，为

全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提供鲜活榜样，鲁山县

委、县政府组织了这次事迹报告

会，旨在回顾奋斗历程，定格典

型身影，传递发展能量，传播崛

起经验，为坚决打赢扶贫攻坚、项

目建设和经济运行、环境治理、

“双违”整治四大战役提供强大精

神支持。

本报讯今年以来，扶沟县财政

局从细微入手、小事抓起，开展形式

多样的廉政“微教育”，打造廉政教

育“微格局”。

“微交流”直达个体。搭建以局

纪检监察为中心向系统每位干部职

工直接辐射的扁平监督架构，更加高

效地推进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实现财

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细致入“微”。

“微新闻”实时更新。实时发布

廉政“微信息”，第一时间向党员干

部推送中央和财政行业廉政要闻和

相关工作部署，解读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策规定、重

大举措和工作要求，通报全县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情

况，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扎实落地。

“微案例”常敲警钟。向党员干

部推送财政行业及中央、省、市对违

纪违法人员进行立案调查、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作出党政纪处分

决定等纪律审查信息，通过案例分

析，以案释纪、以案说法、以案示警，

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增强风险意识和

廉政意识。 （高保峰）

12月6日，内黄县亳城乡第三小学的学生在读古诗。为打造古诗书香校园，该校统一购置了《小学生必背古诗》，统一编号，人

手一本循环使用，期末回收；每周定时读背，定期举行古诗词系列读书评比活动。据了解，此活动连续举行了四年，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 刘佳宁刘院军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4日，记者从

省招办获悉，我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运

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简称

“体育单招”）招生工作启动，考生均须按照

普通高考考生的要求统一报名（分文、理

科），在此基础上，通过兼报的方式选择“体

育单招”类型。

据悉，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

国运动文化教育网”(www.ydyeduca-

tion.com)“体育单招”招生管理系统中进

行报名，具体时间：冬季项目报名时间

2018年1月1日12:00至15日12:00；其

他项目报名时间2018年 3月 1日 12:00

至 15日 12:00。考生可报考1至2所院

校，录取将依据填报志愿的顺序进行，考生

要合理安排所报考院校志愿的顺序，报名

确认后志愿不能调整。

本报讯（记者李政）12月5日，脑血管

病权威专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神经外科中

心主任——Juha Hernesniemi(尤哈·赫内

斯涅米)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为8名疑难杂

症患者进行了义诊。

据介绍，Juha Hernesniemi（尤哈·赫

内斯涅米）是国际神经外科界公认的脑血管

病权威专家，脑血管病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

领军人物。很多神经外科青年医生都是看

着他编写的教材和手术视频成长的。

当天下午，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

院正式与Juha Hernesniemi（尤哈·赫内

斯涅米）团队签约。双方将开展深度合作，

建成“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为省内外

的患者提供可定制的精细化医疗服务。

世界权威专家坐诊省医

12月1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伟在创作越调艺术大

师申凤梅雕像。孟州市化工镇横山村黄河澄泥砚传承人李伟，历时3个多

月，用黄河澄泥砚制作工艺创作出一尊高68厘米（代表申凤梅享寿68岁）

的申凤梅雕像。该雕像将在明年申凤梅诞辰90周年之际，赠送给周口市申

凤梅艺术纪念馆收藏。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杨帆摄

我省首创辣椒价格指数保险

正阳县

劳模进工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鲁山县

先进人物讲述感动事迹

扶沟县财政局

廉政教育无“微”不至

内黄 古诗课本循环用

家有考生看过来

高校运动体育专业
招生启动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 5日，记

者从省招办获悉，我省 2017 年成人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今年我省成人

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为 158279 人，其中

专升本75931人，高起本7182人，专科

75166人。

据悉，今年成人高招录取分原报考

志愿录取和征集志愿录取两个阶段，原

报考志愿录取时间为12月5日至10日；

12月12日，省招办将公布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院校和专业情况，考生可登录“考生

服务平台”（czwb.heao.gov.cn )查询录

取结果，凡未被录取的上线考生，12月12

日8：00至18：00可以在“考生服务平台”

上填报征集志愿，征集志愿将于12月13

日投档录取。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5日，记者从

省招办获悉，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

专业录取规则为四种模式。省招办提醒广

大考生，报考前要及时了解不同高校录取

规则，做到有的放矢。

据悉，我省艺术专业录取分四种模式，

即在文化、专业考试成绩均上线的前提下：

按专业成绩排序从高到低录取（使用校考

成绩的高校按校考专业总分）；按文化成绩

排序从高到低录取；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

绩各占一定比例之和排序从高到低录取；

音乐类也可按专业省统考主科成绩排序从

高到低录取。

此外，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合格的考生

可填报所有使用专业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高

校志愿，省统考和校考同时合格的考生还

可填报相应校考合格的高校志愿。未达到

省统考合格线的考生，不得填报艺术类专

业志愿。

高校艺术专业
录取分四种模式

成人高招录取工作开始

旗 帜◀上接第一版

村内的道路修好了，而洪村铺和邻村连

接的道路以及村民去确山县城、驻马店市区

的道路如何通畅，又成了赵启发思量的问

题。流经村子的陶河，在给村民灌溉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成为村民连通外界的阻碍因

素。每到汛期，村民只能小心翼翼地蹚水，

像踩高跷一样，跨过河中间摆放的几个石

磙，穿越而过。

1992年秋冬季节，赵启发带领村民，拿

着铁锹、镐头，拉着架子车，开挖河道，治理

陶河。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建起了一座新

桥，打通了洪村铺和邻村朱里庄村之间的道

路。“启发当时干得最有劲儿，都是拉着架子

车小跑。书记都这么干了，群众咋会干得不

起劲儿？”80岁的老党员、洪村铺一组居民

刘心士记忆犹新。

每到秋冬季节，赵启发都利用农闲时

间，带领村民开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上

了年纪的村民都能记起，当年赵启发和一头

毛驴一起拉犁平整村里土地的情景。

在他的多方奔走和积极努力下，村里

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建起了

享誉全县的数千亩优质小麦良种繁育基

地，吸引了周边乡、村甚至汝南县、正阳县

的农民群众前往洪村铺购买小麦良种，让

全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各项工

作都是标杆的洪村铺村成了享誉确山县的

“红旗村”。

1991年，时任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同志，

曾前往洪村铺村视察农业生产工作，亲切接

见赵启发并合影留念，对赵启发带领村民增

收致富的奋斗精神高度赞扬。

洪村铺小学因校舍破旧，造成孩子们无

法继续在教室读书。有关部门建议洪村铺

小学停办，让村里的孩子到邻村小学读书。

听到这个消息，赵启发说啥也不同意，村里

拿出多年的积蓄，于1997年重建起高标准

的21间规模教学楼，洪村铺小学又响起了

琅琅的读书声。

2013年，已逾六旬的赵启发尽管身体

状况极为不好，仍旧通过不懈奔走呼吁，为

全村新打机井70眼，维修老井36眼，实现了

全村耕地灌溉全覆盖。也是在这几年间，洪

村铺新建各类桥梁52座。

筑起一座“丰碑”

创业有成、回社区担任主任的康永强

说：“赵叔是我的榜样，不止是工作的榜样，

更是做人的榜样。”康永强被赵启发的精神

所感动，决心自费为社区新建办公室。

刁永星是县综合执法局派驻洪村铺的

第一书记。说起老书记，这位35岁的汉子

不禁失声痛哭。在他的眼里，老书记就是一

位和蔼的长辈。有一次，朗陵街道组织开

会，刁永星考虑到老书记年纪大了，就想着

开完会回来后再写给他看。谁知，这次老书

记生气了。

“当时看老书记生那么大的气，我也不

理解，心里还觉得委屈。后来他对我说，‘脱

贫攻坚的事，一刻也不能耽误，我当时对你

发了火，现在给你道个歉’。原来，老书记是

为贫困群众着急呀！”刁永星说。

在赵启发的家中，记者看到了厚厚一摞

荣誉证书，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包括省、市、

县、乡镇（街道）授予他的“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几十年坚定共产党

员信仰的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起一座

共产党人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