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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政福保”工程为百姓添保障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8月15日，人

保财险南阳分公司理赔中心会同南阳

市高新区民政局，将5万元救助金送到

高新区岗王庄村村民王某遗孀手中，为

“7·27”暴雨水灾中溺亡的王某家庭送

去政府的关怀。

“难以预知的灾祸给每个家庭造成精

神和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南阳市民政局局

长褚庆义介绍。为补缺天灾人祸给百姓

带来的创伤，今年4月下旬，南阳市启动了

“政福保”工程，对发生意外事故、特困群众

等对象，政府将通过保险给予救助。

南阳“政福保”工程由南阳市政府出

资买保险，南阳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人

保财险南阳分公司为承保、理赔单位，主

要对突发事故造成居民的人身伤亡，在无

赔偿义务人、赔偿义务人不明的情形下，

给付救助金为主要保障内容的保险，其中

包括见义勇为救助、意外事故救助、交通

事故救助、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助、自然

灾害救助、救助人员意外救助、特困群众

重病医疗救助等七类“急难”事件。

南阳市以政府购买保险服务的方式，

撬动1亿元社会资金，居民不需要花一分

钱，就可以享受到7类救助事项范围内给

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

费用，最高可获赔20万元。政府将根据

“政福保”运行实际情况，每年投入的财政

资金有相应浮动。早在今年年初，南阳市

政府首次拿出单笔保费1000万元，是迄

今为止全国最大的单笔政府救助类责任

保险。

“自2018年1月1日起，凡在‘政福

保’7类救助事项范围内的人员，均可通

过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关材料，享受到一次

性给予 2000 元至 20 万元不等的救助

金。”褚庆义说。

据了解，具有南阳市户籍的常住人口

和在南阳工作满一年的外来人口，在发生

保险事故后，48小时内通过向当地民政

局或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报案，理赔资

料审理齐全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获赔

付。若发生群死群伤等重大、特大保险责

任事故，保险公司将特事特办，通过绿色

通道，可先理赔后走程序。

58岁的张恒跃是南阳市城市管理局

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的工人，6月15

日，他为了营救一名落水女子献出了生

命。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吴文光介绍，张恒跃见义勇为事迹被

人保财险南阳分公司了解后，他们第一时

间与相关部门沟通，启动了理赔绿色通道，

仅用5天时间就将20万元见义勇为伤亡

救助资金支付到位。7月3日，张恒跃的

妻子王云平顺利收到20万元理赔救助金。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紧紧把握政

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抓住政府提倡通过商

业保险途径转移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和负

担的良好机遇，紧盯政府对社会治理领

域，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关注程度，梳理现

有产品，不断寻找为民服务的突破口，结

合本地实际递交政府救助保险建议书和

专题报告，求得政府主要领导对公司相关

产品的认知。该政府救助保险取名为“政

福保”寓意“人民政府要造福于民”,居民

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2000元到20万元

不等的救助金。

南阳“政福保”工程保险机制，数倍放

大政府救助费用的效益，不但减轻了政府

财政压力，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开

启了运用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推动社会

救助工作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新模式，

在全省范围内，南阳是首创。

记者从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

中心了解到，截至8月中旬，“政福保”已

赔付38个案件共计149.8万元，为40多

个不幸的家庭带去政府及人保财险的温

情关爱。尚有6起事故正在处理中，预计

救助金额38万元。

“‘政福保’工程起到了拾遗补缺、帮

助群众抵御天灾人祸的作用，还起到了弘

扬正气、崇德向善、褒奖见义勇为的导向

效果，一举多得。要宣传好、管理好，公开

透明、彰显公平，传播正能量。”7月20日，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对该工程给予批示。

作为此项惠民工程的承保人，人保财险南

阳市分公司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切实发挥好机构网点人员优势，在组织保

障、人力配备、理赔服务、实操流程等方面

扎实工作，加强市县联动，积极宣传，快速

反应，建立和完善好服务机制，确保把此

项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位。

我是一名准大学生，刚刚经历了“至

关重要”的人生转折点——高考。即将进

入河南大学学习的我，回顾高三生涯，有

拼搏、有困难，但更多的是对爸爸的不理

解。我一直抱怨爸爸没有在我人生的关

键时刻多多地陪伴我，聆听我的心事。每

当我发牢骚，他总是淡淡的一句：爸爸扶

贫工作忙，真没有时间照顾你。虽然我感

到失落，但也明白早出晚归的爸爸确实很

累。

我的爸爸谢辉是夏邑县卫计委的一

名干部，2015年他就驻村担任了第一书

记。

每当别人问起爸爸的职业，我都以

“扶贫人员”作答，可要问扶贫都是干啥

的，我还的确不清楚。

趁着暑假的空档，也得益于全县开展

的“我陪家人看扶贫”活动，爸爸带着我走

访了他所帮扶的中峰乡何关庄村的几户

贫困户，走上一圈后，我忍不住拿出笔记

下了心中的无限感慨：多的是，你不知道

的故事。

8月20日早晨，我随爸爸坐车到了何

关庄村，一到村里，就有许多村民向爸爸

热情地打招呼，让我讶异的是，一向记性

不好的爸爸竟能准确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随即便询问起每个人的近况，亲切得就像

一家人。

在走访了几家贫困户后，何长江和何

桂民两户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何长江爷

爷已经76岁了，是一位孤寡老人，五保

户，无儿无女。从爸爸口中得知，当时政

府进行危房改造，必须先建后补钱，可何

爷爷孤身一人，无法拿出这么多钱，爸爸

就自掏腰包垫了6000元，为他拉来了建

筑材料，使改造得以顺利完成。这件事也

让我明白了扶贫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我

为爸爸感到骄傲！

2014年，贫困户何桂民的妻子生了

一场大病，他带着妻子四处求医，花光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当爸爸和同事们到何

桂民家时，在交谈中意外发现了他有建筑

技术，于是秉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原则，爸爸和他的同事找专业技术人员

对何桂民进行了培训，并帮助他贷款5万

元用以购买相关工具。现在的何桂民，已

成为有着40人建筑工程队的领头人。当

爸爸向他介绍我的来意，他便滔滔不绝地

向我诉说他的致富过程，言语间充满了对

爸爸和他的同事们的感谢，对党和政府的

感激。我再一次认识到了扶贫工作的意

义。

从前，我总嫌爸爸说话声音大，说话

像跟人吵架，但在村里走了一圈后才发

觉，贫困户大多是老人家，交流时必须大

声说话以便让他们能听清楚。原来，大声

说话是爸爸的“职业病”。

一天的入村，我了解到导致贫困的很

多原因和因贫穷引发的各种问题。我相

信，会有更多青年才俊怀揣着祖国繁荣富

强的梦想，积极投身于扶贫工作中。我坚

信，有千千万万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党员干

部，一定能带领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过上富裕的生活！

最后，我要感谢扶贫工作者，你们辛

苦了！还要感谢县里组织开展的这次活

动，让更多人理解和支持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8月23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扶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他指出，要认真贯彻全省脱贫攻坚

专项整改落实工作会议精神，把问题整

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实抓好，认真开

展“回头看”，聚焦问题抓整改，确保圆满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扶沟县是省级扶贫开发的重点县，

目前还有19个贫困村，计划今年底全县

实现脱贫摘帽。当天上午，武国定来到

扶沟县韭园镇小王庄村，向驻村第一书

记详细了解现有5户贫困户的生活状况

和住房情况。走进贫困户王松华和闫新

生两家刚修整过的房子，武国定详细询

问了他们的收入情况和增收方式，叮嘱

驻村干部要做实做细工作，确保贫困户

稳定脱贫。

在河南宝乐奶业有限公司，当负责

人介绍到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方式，为扶沟县27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年每户分红2900元时，武国定勉励企

业，要充分用好金融扶贫政策，加大贷款

额度，探索产业带贫模式，促进贫困户稳

定增收；要拓宽思路，开阔视野，积极寻

求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效

益，打造品牌。

武国定随后还来到豫星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扶沟县蔬菜产业扶贫基地。

看着整齐的生产展示大棚和利用新技术

研发的蔬菜，武国定说，扶沟县是蔬菜种

植大县，要抓住国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机遇，大力发展蔬菜种植，进

一步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带动更多群众

走上致富道路。

武国定在调研中指出，要把精准识

别作为精准扶贫的第一粒扣子，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面开展“回头看”，做到

“应进则进、应退则退”，解决好“扶持

谁”的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巡

视反馈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深入

整改，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下

功夫抓好产业扶贫，把强县和富民统一

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

和乡村贯通起来，用好脱贫攻坚政策，

着力培育一批支柱产业，实现贫困户持

续稳定增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要把

脱贫攻坚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起

来，突出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厕

所革命”，加快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不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8月23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17年

河南省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公布了

2017年全省收费公路的里程规模、建设

投资、债务规模、收入支出等情况。截至

2017年末，全省收费公路里程6687.6公

里，累计建设投资总额3331.2亿元，债

务余额2570.0亿元。2017年度，全省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总收入为303.8亿

元，绿色通道（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重

大节假日等优惠政策共减免车辆通行费

56.3亿元，偿还债务本金利息、公路养护

等共支出806.8亿元。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全省交

通建设投入资金1179.5亿元，贫困地区

占到一半以上。开工8条523公里高速公

路，全部位于“三山一滩”等贫困地区。新

改建贫困地区普通公路3.1万公里，新增

农村客车968辆，调整、新增农村客运班

线460余条，外通内联的公路体系基本形

成，通村畅乡的客运网络更加完善，群众

出行更加便捷。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化红军
刘艳红）8月18日，禹州市方岗镇方东村

81岁的五保老人方耀生，坚决把自己多年

来省吃俭用积攒的1万元钱捐给村里支持

扶贫，在当地引起热议。

方东村现有7户贫困户，今年7月，村

里考虑到贫困户方卫敏自己没房子，长期

借住在哥哥家不方便，还有几户居住条件

比较差，决定发动党员群众捐款捐物，把

废弃的村小学教室改成托养中心，让他们

搬到这里居住。

7月1日，村党支部组织了捐款仪式，

大家踊跃捐款，半天时间就收到捐款11万

多元。方耀生听说这次捐款活动后，“气

冲冲”地找到村干部，问为什么不通知他，

并当即拿出1万元现金。村里人都了解方

耀生的情况，老人每月除338元的五保供

养金外没有其他收入，这1万元是他多年

省吃俭用积攒的，村里说啥也不能接受。

可老人不甘心，天天找村干部“理论”：

“政府每月都给我发钱，吃穿啥都不缺，我

还要这钱干啥？俺老了，干不成别的事，攒

的这1万块钱就捐给困难户，也算为村里做

点好事吧！”拗不过态度坚决的老人，村党

支部接受了捐款，并为他颁发了奖杯。

目前，村托老中心已整修完毕，并购

买了全套桌椅、床铺等生活用品，一户五

保户和三户贫困户已经搬来入住。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建立
许金安）近段时间，新安县城关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在工作之余还卖起了核桃。这

是不务正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卖

核桃的举动引来了社会的一致好评，究

其原因，卖核桃是为了帮扶贫困户。

8月 20日，在该院院长王莉霞的

微信朋友圈里，记者看到精心制作的

核桃宣传广告，上面不仅有核桃的照

片、价格和销售电话，还有“绿色无污

染，益智又健脑……”等宣传语。

据了解，城关镇上杨村是该院的扶

贫帮扶村，村里不少农户都种植核桃。

今年村里核桃大丰收，看着满树的核桃，

一些村民在高兴之余也有着几分担忧，

“丰收的核桃不知道能畅销吗？”贫困户

的担忧牵动帮扶人员的心，经该院和驻

村干部商议，他们挑选了五户缺人手、缺

销售能力的贫困户给予援助。

该院分批组织帮扶队员到贫困户家

中，帮助他们采摘、打包、装车，然后通过

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在帮扶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目前，五户贫困户已销售核桃

3500多斤，销售还在火热进行中。

8月23日，光山县张寨村月亮湾合作社社员在采摘“永莲蜜桃”。为带动更多社员脱贫致富，该合作社引进种植132亩“永莲

蜜桃”，今年喜获丰收，每天购买蜜桃的客户络绎不绝。谢万柏 摄

武国定在扶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认真开展“回头看”
聚焦问题抓整改

我跟爸爸看扶贫

□谢文昕

编者按 近期，夏邑县在科级以上

干部中开展“我陪家人看扶贫”活动，

党员干部带领家人到分包扶贫村的部

分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使更多的干

部家庭理解和支持扶贫工作。今年即

将迈入大学校门的谢文昕跟随父亲到

何关庄村走访，此行让她对扶贫有了

深刻的认识，也对众多像父亲一样的

扶贫人员多了一份敬意。

我省公布去年收费公路账单

贫困地区交通建设投入占比过半

禹州五保老人方耀生

捐万元积蓄扶贫助困

新安县

“白衣天使”微信帮贫困户卖核桃
光山 蜜桃满园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陈世军史笑妍）“我叫王忠元，

我们夫妻俩一直教育孩子，要勤劳善良、

忠厚做人，我始终坚信，人只要勤劳，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就一定能致富！”8月

17日，罗山县青山镇青山村召开“五星

级文明户”和“孝善敬老子女”表彰大会，

获表彰的村民王忠元在会上发表感言。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和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今年6月份以来，罗山

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五星级文明户”和“孝善敬老子女”评

选活动，在村里对获奖对象进行公开表彰，

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宣传，营造出健康向

上的精神风貌和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已在11个村评选出

了100户“五星级文明户”和100位“孝善

敬老子女”。该县计划在全县305个村广

泛开展此项活动，让更多群众学习身边的

榜样，提高文明素养，助力脱贫攻坚。

罗山县

评选文明户 倡导新风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首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3日在重庆市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

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

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中国愿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同各国携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

世界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本

次会议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为主题，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希望

与会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智汇八方、博采众

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