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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焦莫寒

建设现代化河南，大头重头在“三

农”，潜力空间也在“三农”。1月19日，省

人大代表、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申延平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乡村振兴上实现更大突破，这就需要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继续把确保重要农

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础支撑，

把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关键抓手，加快实现

农业强省目标。

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南
应该如何作为？

2020年，我省新建高标准农田660

万亩，粮食产量达到1365亿斤，再创历史

新高。“无论是2021年新建高标准农田

750万亩、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6亿亩

以上，还是‘十四五’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定在1300亿斤的目标，都指向一个

关键点——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申延平

说。

申延平认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是党

中央赋予河南的一项光荣使命，各级党委

政府都要履行重粮抓粮的政治责任，持续

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新

时期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开展好耕地质

量保护和提升工程，加快种质资源选育培

育，在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选育

上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巩固提升粮食生产新优势。

如何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申延平认为，

河南还要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上下足功夫，

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落实好农业高质量发展“1+N”政策体

系，加快构建以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现代

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农业产

业强镇为抓手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

如何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在《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中，“建设幸福美好家园”是落脚

点。申延平说，这不仅要大力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还要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规

划、政策等方面有效衔接，实现平稳过渡。

“着力破解人、地、钱问题，推动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我们下

一步工作的着力点。”申延平认为，持续深

化农村改革，目前还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化

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如何加强农村宅

基地管理，如何创新乡村振兴投资融资机

制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埋

头苦干、奋勇争先，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压舱石，书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三农’篇章。”

努力在乡村振兴上实现更大突破
——访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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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马育军曹国宏通讯员阮洁

1月14日下午4点，暖阳普照，镇平县侯集镇

南门村62岁的脱贫户谢天华，在村党群服务中心

与南门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续签了5万元小额

扶贫贷款的使用合同，同时领取了2020年分发的

3000元红利。

谢天华在爱人、儿子、儿媳相继离世后，和唯一

未成年的孙子相依为命：“糖尿病、高血压、气管炎，

我一身病！孙子现在上技校，有孤儿补贴；我有低

保、有分红，身体能顶下来就去村扶贫车间糊纸盒

子，一天能挣三四十块钱！”

南门村有46户脱贫户，其中16户有每年5万

元的小额扶贫贷款，每年分红3000元。

发放这笔贷款的是镇平农商银行侯集支行，具

体经办的客户经理是张伽。她说：“授信给谁，村党

支部制定了评价体系，还要开会让了解情况的党员

结合认定标准逐项说明，这叫‘过筛子’；譬如贷给

谢天华家钱，结对帮扶谢天华的南门村党员王华雷

的意见算数。”

镇平农商银行侯集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梁果

说：“从2019年开始，根据河南省农信联社党委的

部署，我们逐村落实、逐户调查，完成了全镇整村授

信，农户只要有资金需求，足不出户就能贷款。”

镇平县神一样的传说是“无中生有”：不产玉，

有全国最大的玉石加工产业；没有湖海，有20000

亩水面养殖金鱼；不种桑养蚕，一南阳人去缅甸旅

游买回一块丝毯，到家一看，镇平产的！

侯集镇就有养殖金鱼的水面8000亩，镇平县观

赏鱼产业党工委就建在侯集镇：有电商党支部、物流

党支部、技术服务党支部。

在镇平县，这叫“党支部建在产业区”。

侯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贺一航说，农商银行

的客户经理李建新就驻在观赏鱼产业区，不论是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还是乡村振兴，党和人民招招手，

农商银行的钱就到了。

侯集镇28个行政村、33个党支部，农商银行都

派驻有专职的客户经理。

在河南省农信社系统，这种工作模式叫“党建+

金融”。

镇平县100多万户籍人口中，有30多万人分布

在全国各地从事“无中生有”产业，他们不是“打工

人”，有三分之二当老板。

“无论大小老板，挣的钱都是要回流家乡的；乡

亲们有资金需求，我们责无旁贷。”镇平农商银行行

长助理白皓说，“‘家乡贷’是我们为镇平籍外出务

工经商人员特别设计的一款纯线上信贷产品，概括

地说是‘科技赋能、无感授信’；‘党员扶贫贷’则是

一款体现党建工作、让利于民的金融产品。”

镇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永星说：“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这给我们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镇平

农商银行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紧密结合党的惠农、

兴农、强农政策，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在

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用

心开拓、精心耕耘；党指向哪里，农商银行就冲向哪

里，听党话、跟党走、当排头兵。”

镇平农商银行隶属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全省农

信社像镇平农商银行这样的法人机构共有138家，

延伸到乡镇诸如侯集支行这样的营业网点有5096

个，在岗员工54562人。

和镇平农商银行一样，河南省农信社全系统的

为民情怀和服务乡村振兴的力度“如出一辙”。

河南省农信联社有关人员介绍说，现有的138家

法人机构中，有103家已改制为农商银行；无论是农

商银行还是农信社，这个成立于1951年的“老牌”金

融机构，几十年来“农”字当头，初心不变、使命永续。

“河南省农信社的初心、使命就是支农、支小、

支微，就是全力服务‘三农’、支持实体经济、助力脱

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河南省农信联社副主任刘

庆保说。

作为全省服务区域最广、网点最多、存贷款规

模最大的地方金融机构，河南省农信社一直恪守

“贷款不出县”的服务县域原则，是基层党组织和普

通群众名副其实的“身边的银行”。

2020年，镇平农商银行个人授信客户累计达

到了52281户，累计授信金额112.45亿元，实际用

信52.31亿元。

授信多、用信少，为啥？

李永星分析，守信、孝敬父母、善亲友邻、勤俭

持家等都是评定授信的条件，加上党支部和党员的

认可，授信户已演变成了一种乡村荣誉，即便短期

内不用贷款，很多农户也积极申请授信，这个风行

乡村的“配置”，已经成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助推。

河南省农信社资料显示：2020年尽管受疫情

影响，全省全年新增授信户近80万户。

截至2020年年末，河南省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

15802亿元，贷款余额10332亿元，存、贷款余额分

别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0.67%、16.44%，均居

全省首位。

贷款余额指至某一节点日期为止，借款人尚未

归还放款人的贷款总额；也就是说，至今全省农信

社系统有1万亿元的资金在服务“三农”、支持乡村

振兴；而制造这个“伟绩”的就是张伽这样像钉子一

样钉在中原乡村的农信社党员干部。

河南省农信社系统现有党委140个、党总支3

个、党支部2003个、党员29518人。

近年来，河南省农信社系统党的建设不是挂在

墙上、印在纸上、说在嘴上，而是紧紧融入金融业

务、扎根服务“三农”、贯穿产品创新：党建引领已经

在河南省农信社系统落地生根。

河南省农信社系统已经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春有花似锦，秋看果满枝！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昆鹏王辉

“局党组深感愧疚和自责，多次开会

研究，深入排查政治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作为‘一把手’，我要切实扛起责任，

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尽快实现单位政治

生态好转。”近日，漯河市纪委监委在回访

市直单位2019年度政治生态评价问题反

馈整改情况时，市直某单位负责人诚恳地

表态说。

去年以来，漯河市纪委监委聚焦主责

主业，以有形化评价指标为抓手，为各县

区和市直单位政治生态进行“体检”“画

像”，精准把脉问诊，通过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将监督关口前移推进治本，不断涵

养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细化实化政治“体检表”

党的十九大以来，漯河市纪委监委紧

扣实际破题、立足长远答卷，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骁亲自挂帅推

动，党风政风监督室、各监督检查室和派

驻纪检监察组全面参与，共同研究制定了

《漯河市政治生态评价办法（试行）》，为规

范开展政治生态评价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的制度支撑。

据介绍，评价内容与评价要素通过三

级指标体系体现，一级指标7项，下设26

项二级指标要素、70项三级指标，主要突

出“七个度”，即政治忠诚度、责任落实度、

文化健康度、用人公正度、作风务实度、干

部清廉度、群众满意度，逐项设置指标权

重和评价规则，（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范亚康
封德）隆冬时节，山城西峡寒气袭人，记者

驱车沿312国道一路向西穿行在百公里

猕猴桃长廊，呈现在眼前的却是火热的劳

动场面：果农正在果园里进行越冬管理，

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在政府引导下，俺流转了10亩土

地，全部种上了猕猴桃，要趁冬季施足有

机肥才能保证有个好收成。”正在忙碌的

丁河镇茶峪村果农赵国富脸上洋溢着幸

福。

赵国富是村里有经济头脑的“能人”，

20年前拿出8万元搞起了木材加工生意，

多年下来，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10多万元

外债。10年前，赵国富回到村里，正值镇

里规划万亩优质猕猴桃示范区，赵国富看

到了致富的希望，承包果园不仅让他还清

了债务，还翻修了房子，买了小轿车。

政府引导，让猕猴桃产业迅速发展壮

大。起垄整地、制杆拉丝有政府补贴，水利、

道路、用电等基础设施有政府配套，种苗上

有政府提供，技术上有政府培训……在政

府强力扶持下，该县已建成了312国道沿

线百公里猕猴桃长廊。果然风情公司、华

邦公司、西树公司带动全县十余家企业从

事猕猴桃果汁、果干、果酱、果酒、冻干果粒

等精深加工，形成完整的猕猴桃产业集

群。稳定的猕猴桃价格，让全县10万果农

尝到了生态种植的甜头。

与猕猴桃一样，享誉国内外的还有西

峡香菇。该县地处秦巴山区、南水北调中

线水源地，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天然

适生地。“西峡秋冬季昼夜温差大、空气温

度适中，生产出的香菇不仅菇形好，而且

花菇率高、品质好，深受欧洲市场欢迎。”

据西峡县食用菌生产办公室主任陈东旭

介绍，该县把香菇产业作为富民一号工

程，制定香菇标准化种植规范，建成了沿

鹳河百公里香菇标准化长廊，实现了集

中连片、规模发展，形成了“上接基地、中

连市场、下游打造骨干龙头出口企业”的

完整产业链，成为全国最大的干香菇出

口货源集散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格形

成中心。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

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5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

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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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以评促建”营造政治生态“绿水青山”

西峡 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1月19日，沁阳市第一幼儿园的老师为孩子们

介绍熬制腊八粥的食材。当天，该幼儿园开展了

“腊八节知民俗”活动，孩子们通过互动学习的方

式，了解了腊八节的来历及节日习俗，增强了对传

统民俗的认同感。 杨帆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月18日下午

和1月19日上午，出席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的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代表们积极踊跃发言，“三农”话题成

为热议焦点。省人大代表，辉县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彦斌说：“我建议进一步深化农

村综合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尽快细化落实

相关配套政策，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省人大代表、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

吴金印说：“我们将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畜牧深加工，建设产业园区、特色

小镇，争取当好推动乡村振兴的示范。”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农业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杨国宇建议，河南须立足实

际，将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中，引领农业

和其他传统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尤其是河

南的农业高校要围绕农业需求搞好优质

农业学科建设。

省人大代表建言“三农”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19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农林

组，与大家共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听

取意见建议。

分组讨论现场，刘保仓、李敬铎、陈光

明、石聚领、魏蒙关、张利新等10位委员，

围绕农村人才振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种质资源保护、深化农村改革等踊跃发

言。大家一致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

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思路清晰，是一个

开拓创新、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

告。纲要草案深刻分析了新发展阶段面

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阐明了“十四五”时期

的目标和任务，切合河南实际、顺应人民

期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在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后，武国定

指出，一年来，省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强化使命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农

林组委员情系“三农”、关注“三农”、支持

“三农”，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为河南经

济社会平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国定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是党的“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向

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一年，也是全面启

动乡村建设行动的一年。要扛牢粮食安全

重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构建现代种业

产业化体系，努力建设种业强省；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

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要推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积极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坚持

“三链同构”，不断提高农业的效益和竞争

力；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推进城镇和

村庄规划，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因地制宜推进改厕、垃圾和污水处理，

推进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民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

巩固扩大“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深化宅基地改革试点，努力在乡

村振兴上实现更大突破、走在全国前列。

武国定在参加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农林组讨论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