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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谷金楼乡 万绿丛中 建设新村

夏邑 引种火龙果 生活更“红火”

习近平对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濮阳县

“孝心养老”基金
让老有所养

武国定在省委农办调研时强调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让河南“三农”更加出彩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蒋晓宇
董丕杰）坑塘河渠相通相连，岸上新增的

3000多亩国储林内银杏、元宝枫、红花刺

槐生机勃勃，近千亩的坑塘湖面和20多

公里的河沟渠内荷花、水草在风中摇曳，

清凌凌的水中不时有野鸭和大白鹅在游

弋。7月2日，记者漫步南乐县谷金楼乡，

仿佛置身于桃花源中。

难以置信的是：在五六年前，南乐县

谷金楼乡因养殖业的兴起，气味异常，垃

圾遍地，污水流淌。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

差。谷金楼乡抓住毗邻县城和地处县产

业集聚区中心地带的契机，借助南乐县打

造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机遇，大干

快上，实现了谷金楼乡境内河道坑塘“绿

净透亮”的目标，打造生态产业链，实现水

网、路网、林网三网合一。一个微气候和

微循环的绿、美、水、韵、文、亮生态悄然来

临。在六屯新村，一排排徽派四层连体别

墅掩映在绿树丛中；在李家屯新村，一排

排独栋别墅小院透着浓浓的田园气息；在

平邑村民中心，广场与绿地错落有致，绿

树婆娑，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老人们在

广场上散步……

谷金楼乡乡长邢晓伟介绍，在美丽乡

村建设基础上，谷金楼乡成立配备120余

人的保洁队伍，开展了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家

园的活动，全面综合提升全乡25个行政村

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曾经的脏乱差变成了

现在的绿净亮，群众人居环境大幅改善。

为了实现沟渠贯通、活水增源的美丽

目标，该乡在乡域内马颊河的9公里渠道

上，利用节假日数十次组织干部群众及施

工队300余人次对马颊河、北支沟等河道

沟渠进行清理，连通环城水系，先后出动

大型机械20余次，清理淤泥、垃圾12吨，

疏通沟渠10.8公里。严格落实河长、路长

责任制，组织巡逻队员每天不间断对河道

沟渠进行巡查，禁止不文明行为，使碧水

蓝天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米山）去

年以来，驻马店市驿城区结合自身实际

条件和年度脱贫计划，创新金融扶贫模

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投保政府扶贫商

业保险，通过保险的精准投放和理赔功

能，帮助贫困户避免了因灾、因病、因意

外事故等可能造成的生产和生活困难，

实现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政策的落

地，收到了良好的扶贫成效。截至目前，

人保财险驻马店市分公司共为驿城区贫

困户理赔商业保险案件156起，为意外

事故、大病医疗救助解决129.1万元，有

效缓解了贫困户的燃眉之急。

驿城区贫困人口覆盖8个乡镇、2个

涉农街道、132 个行政村，共 7414 户

21653人。其中，因灾、因病、因意外事

故等原因致贫的有55.81%，占贫困人口

的一半以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该区决定探索实行“金融

扶贫、保险先行”的服务模式，拓展金融

扶贫链条，并精心制订了工作方案。按

照《驿城区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要

求，2017年5月，驿城区政府按照每人

80元的标准，为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统一购买了政府扶贫商业保险。

为确保商业保险扶贫模式各项政策

落到实处，驿城区贫困村村委与保险公

司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简化理赔流程，对

医疗报销所需的出院证、诊断证明、病例

等证实患者住院信息的单据，只收取其

中一份。在确认有发票、费用明细清晰

的情况下，先行赔付，缩短理赔周期，做

到“一次理赔”。建立信息对接平台，与

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医疗救助“一站式”费用结算实现信

息共享、同步结算，更加全面、方便、快捷

地服务群众。建立医疗巡查岗，聘请专

业医疗团队，对出险患者进行不间断医

疗跟踪和巡查探视，为其提供专业的医

疗知识建议，并随时解答疑难问题。

“宝丰农商银行为扶贫基地贷款，扶

贫基地为我们这帮老姐妹提供了就业岗

位，浇水、除草、剪枝，活不累，每个月都能

挣千把块钱。”6月29日，在宝丰县大营镇

和成农业产业扶贫基地除草的该镇赵楼

村贫困户王敏霞说。

前几年王敏霞因病而致贫。去年5

月，宝丰农商银行向和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提供了精准扶贫贷款200万元，用于企

业发展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王敏霞成为该

企业帮扶的42户贫困户之一。

在扶贫基地，王敏霞等贫困户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灵活上岗，从事除草、剪枝

等力所能及的工作，日工资五六十元。截至

今年6月，和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向

贫困户发放工资和扶贫款超过34万元。

王敏霞只是宝丰农商银行通过金融

扶贫进行精准帮扶的受益者之一。

去年以来，宝丰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精

准扶贫政策核心，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全力助推全县打赢脱贫攻坚

战。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0665万元，3081户贫困户从中受益。

“作为地方银行，帮助困难群众早日

脱贫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宝丰农商

银行董事长党胜利介绍，该行积极完善金

融扶贫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指定专门机

构、专人负责片区内的扶贫信贷工作。为

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该行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金融需求进行摸底，逐户走访，宣

传金融扶贫政策，简化贷款程序，努力推

动金融扶贫工作的开展，增强贫困户借助

金融力量增收脱贫的内生动力。

通过制定《宝丰农商银行金融精准扶

贫指导意见》《宝丰农商银行“扶贫贷”贷

款管理办法》等措施，该行开辟扶贫贷款

绿色通道，解决了贫困户贷款难、贷款慢、

贷款贵等问题。

该行积极与县委、县政府沟通协调，

针对扶贫人口的特点，开发了“基准利

率+政府贴息”的贷款新品种——“扶贫

贷”。此外，该行加强了金融扶贫电子机

具布放，在全县设置营业网点29个，布放

POS机596台，ATM自助服务存取款机

58台，设置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网点80个，

实现了金融服务全覆盖。

“多亏了宝丰农商银行，不仅帮助我

们企业渡过难关，更带动了42户贫困户

增收脱贫。”在周庄镇中和寨村产业扶贫

基地内，基地负责人王亚辉说，“现在基地

运行良好，不仅每户贫困户每年可增收

4000元以上，还给村里分红9.8万多元，

有效壮大了集体经济。”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

收，变‘输血’为‘造血’，从而实现脱贫致

富，彻底拔掉穷根，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

定了坚实基础。”党胜利介绍，该行积极扶

持源泉生态农业公司等一大批县域龙头

企业，通过企业带贫等方式，拓宽贫困户

的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宝丰农商银行累

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7950万元，带动贫

困户2538户；发放贫困户贷款2715万

元，直接帮扶贫困户543户，充分发挥了

县域金融扶贫排头兵作用。

驻马店市驿城区 金融扶贫 保险先行

脱贫攻坚进行时·宝丰篇④

宝丰农商银行 金融扶贫惠及3000多贫困户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巫鹏孙晓培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林常艳）7月

3日，副省长武国定到省委农办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

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坚持高质量

发展方向，着力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深化农村改革方

面探索创新、有所作为，让河南“三农”

更加出彩。

武国定指出，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为

河南省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启了全新篇

章。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三农”工

作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

定位，必须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仗，也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要组

织实施好《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从垃圾治理、污水处

理、厕所革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这五项重点工

作入手，建设“四美”乡村，推动河南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走在中部地区前

列。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武国定指

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要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尽快

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完善相应配套政策；

要抓点带面，抓好一批示范乡、示范村，

探索不同的推进模式；要尽快筹备召开

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让河南在乡村

振兴中更加出彩。

武国定强调，河南“三农”要出彩，必

须持续深化农村各项改革。要围绕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土地托管、宅基地改革、

工商资本下乡、农村金融保险、乡村治理

体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改革

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7月3日，果农在夏邑县太平镇聂陈楼村火龙果基地为火龙果花授粉。该村村民从台湾引进红心火龙果在当地种植，建
立数万株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为产业扶贫开辟了一条新路。苗育才摄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石建杰）

“县里开展的这个孝心养老活动非常好，让

孩子孝顺老人，每月给钱，政府还给补贴，我

们老人很高兴。”6月29日，濮阳县王称堌镇

漫渡村村民刘志安高兴地说。当天，今年

74岁的刘志安和老伴在漫渡村举行的

“2018年第二季度‘孝心养老’基金发放仪

式”上领到了660元钱。本次活动共为该村

119位老人发放孝心养老金39270元。

据悉，为更好传承孝老敬亲、奉养父母

的传统美德，该县在全县推广设立“孝心养

老”基金，通过政府补贴、社会捐助等方式，

引领家庭子女自觉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孝

心养老”基金主要面向全县60周岁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老人以及70周岁以上农村老

人，动员子女每季度按照300元或600元标

准为老人缴纳孝老金，县财政奖补10%后，

再发放到老人手中。按照“政府引导、自愿

交纳、乡级管理、政府监管”的原则，通过“一

交纳、三补助”方式，即子女自愿为老人交纳

“基础赡养金”，配套县、乡、村级“补助款”、

社会“爱心款”、捐助“慈善款”。

目前，濮阳县第一批212个行政村成

立了“孝心养老”基金理事会，第二季度共

收缴15555名老人子女“孝心养老”基金

596.4万元，县财政奖补59.64万元，6月

底全部发放到老人手中。

“是县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帮了大

忙，让我有资金开了这个农家乐，把种

养合作社也盘活了。”6月29日中午，在

南召县云阳镇白行村，“军人驿站”农家

乐内一派热火朝天，靳贵杰正忙着招呼

客人。

留着平头，说话和气，笑容里透着坚

毅和自信……虽然退伍近十年，但靳贵

杰身上依然有着军人的精气神。“搁在去

年这个时间，我可是真笑不出来。”退伍

后，他打过工，卖过菜，开过鞋店，2016

年在村里建了种养合作社，养了300多

只羊却卖不出去，陷入了“见羊不见钱”

困局。

去年6月，靳贵杰得知县里成立了退

伍军人服务中心，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过去咨询。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创业

想法得到了中心的支持，政府贴息后3厘

多利息的10万元贷款很快就到账了。有

了资金扶持，他在种养合作社旁建起了

农家乐，就地实现肉羊“内销”，优质的种

养食材让农家乐一下子火了起来。

靳贵杰坦言，在创业过程中，背后有

着一连串的故事，“但故事的转折点是从

服务中心开始的。”其实，最终转向发展

“快车道”的他，也只是南召县依托退伍

军人服务中心，拿出“真金白银”为老兵

服务的一个缩影。

探索成立县级退伍军人服务
中心

2017年5月27日，刚上任的南召县

委书记刘永国，就走村串镇，了解民生民

情。当得知作为革命老区，南召虽是人

口小县，却是兵员大县时，同样是退伍军

人出身的刘永国，就下定决心要把现有

的2万多退伍军人凝聚起来，多部门联

合为其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经过刘永国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

调研，6月9日，南召县挂牌成立退伍军

人服务中心，确立了“一办七股”和“三家

一会”的组织架构，构建了县、乡、村三级

退伍军人服务体系，强化对退伍军人的

关注、关心和关爱，让退伍军人在“政治

上有待遇、社会上有地位、生活上有保

障、发展上有扶持”，在全县营造“爱军、

拥军、尊军、崇军”的良好氛围。

一年多来，退伍军人服务中心累计

接待退伍军人5200余人次，为退伍老兵

办实事好事3700多件，120多名退伍军

人成为“百姓调解员”，主动参与排查化

解村组各类矛盾纠纷；收集整理退伍军

人及军烈属信息2万余条，发放优待证

6000余份，退伍军人及军属持优待证可

享受参观县域内旅游景点免门票，在医

疗机构就诊优先，乘县内公交免费等待

遇；组织退伍军人创业培训两次，召开就

业招聘会和创业项目推介会两次，提供

就业岗位1000余个、上岗176人，推介

创业项目30余个，发放贴息和低息贷款

52笔434万元。

作为服务中心的核心架构，“三家

一会”包括战友之家、雷锋之家、教育之

家、创业协会。战友之家是老兵交流倾

诉的温馨家园，充分发挥政策宣传员、

沟通联络员、活动组织员、矛盾调解员

作用，一年多来接待老兵1200余人次，

化解矛盾300余起；▶下转第二版

商城县

32万城乡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曹良
刚）7月2日，记者跟随商城县河凤桥乡

黄畈村村医陈恩林，来到五保老人李宗

山家，给患高血压的他进行健康体检。

据了解，李宗山患高血压多年，陈恩

林与其签有家庭医生慢性病签约服务协

议书，根据协议要求，陈恩林每月需到李

宗山家免费给他测心率、体温、血压等健

康体检，进行贴心的健康服务。

据介绍，该县目前已有32万多城乡

居民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常

住人口签约率近70%，慢性病患者、65

岁以上老人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等重点人群签约实现全覆盖。为了使

群众少生病，有病早发现、早治疗，全县

还组建了96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签

约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签约医生除了要认真落实12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外，还提供以健

康管理为主要内容、以主动服务为主要

形式的个性化服务，如：健康咨询、中医

保健等。根据居民对健康服务的实际

需要，实行不同的个性化健康服务，进

行分类管理分别指导。

推广好的做法弘扬好的作风
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南召县

“三家一会”让退伍军人
有“颜值”能担当

□本报记者曹国宏仵树大通讯员廖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