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保险给我们吃了‘定心
丸’，旱涝都有保障，不用担心种地种
赔了。”山东威海市文登区联浩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连均璞说。

联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包含
23 个村，共流转耕地 4000 多亩。
第一单覆盖 17 个村 2385 亩小麦，
按每亩 750 元的保险金额算，保底
收入约180万元。

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保险
面向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服务
的村集体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经营主体承保，标的为小麦、玉米、
花生，是对已投保政策性种植保险
的“升级版”，以此提高农业社会化
经营主体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能力。在保险期内因遭受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病虫草鼠或者价格波
动导致被保险人实际收入低于约定
目标收入的损失，保险公司将按照
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赔偿数
额为目标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

一张小保单，撬动大农业发
展。“以保险的形式给群众稳定的收
入保障，破解土地撂荒现象，促进土
地流转，推行社会化经营，从而推动
乡村振兴。”中国太平财产保险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于泽说。

以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保
险作为增信工具，可以为经营主体
授信参保标的目标收入 90%的额
度，开展贷款业务，破解开展社会化
经营资金瓶颈。

“从关键点入手，在文登率先推
行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保险，
将有力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组织
振兴。”文登区委书记吴宏飞说，除
化解土地撂荒问题，确保粮食安全
之外，收入保险的先行探索，对其他
金融相关行业跟进形成良好示范，
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经济支撑，
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物质保障，
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源头活水，形成
了强大的带动作用。

为鼓励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积
极参加收入保险，文登拿出专项资
金，给予参保主体交纳保费 100%
补贴，并制定了超额风险补偿办法，
对保险公司赔款总额超过当年保费
收入 150%以上部分，由区财政承
担 50%，保证收入保险项目可持续
发展。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保
险采取先试点再推开的方式，重点
选择种植流转面积不少于100亩的
村作为试点投保对象，每个险种试
点规模控制在2万亩以内。

山东文登

保单撬动大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王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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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鹿泉区发挥妇女作用

农家创建美丽庭院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董 昌 赵 建

走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
乡岸下村的乡间小道上，观山苑、留客
斋、知青驿站等古旧民居改建而成的
特色民宿别具一格，青石铺路、小桥流
水、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引人驻足。
在鹿泉区，像岸下村里那样的美丽农
家庭院还有不少，有房前屋后的“诗意
栖居”，有长在庭院的“美丽经济”，有
独具特色的“一抹乡愁”……鹿泉的农
家庭院为啥这么美？

“创建‘美丽庭院’是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让农民的生
活更有质量。”鹿泉区委书记杨国芳
说，区里引导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发
挥独特作用，大力创建美丽庭院，撑
起了美丽乡村“一片天”。

截至目前，鹿泉区美丽庭院达到
5.1万户，其中精品庭院户近1万户，
美丽庭院完成率达到 60%，精品庭
院达到11.1%。通过创建美丽庭院，
广大妇女不再只是围绕锅台灶台转，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手、传承优良
家风的好手、致富创业的能手。

拆除违建，主动创建

如今的农家庭院看着美，但只有
亲历者才知道其创建过程有多难。

“最头疼的事是拆违建，群众从
一开始的抵触，到最后完成拆除，这
过程中我挨的埋怨可不少。”鹿泉区
下聂庄村妇联主席仲俊霞告诉记者，
除了拆违建，还有——陈规陋习怎么
改？厕所革命咋推进？院内院外垃
圾怎样清理？“这一道道的坎，哪个能
轻易迈过去？”

要解决这些在鹿泉区普遍存在
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做好两件事：

如何实施？2014 年，鹿泉区重
点建设“30+31”美丽乡村集群，通过
突出连片打造，形成强大声势，让群
众认识到美丽庭院创建和拆迁势在
必行，变“要我创建”为“我要创建”。

谁来实施？“主力军一定是姐妹
们，锅灶边、院子里的事，我们说了
算！”鹿泉区妇联主席郄静说，通过在
全区 208 个村的“两委”班子全部配

备女干部，建立三级妇联主席分包创
建责任链条，做到美丽庭院创建到哪
里，妇联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广大妇
女就跟进到哪里。

“妇女们把美丽庭院创建当成了
最热衷的事儿，带头拆违建、抢着清
垃圾、积极改厕，谁落后了都不好意
思。”仲俊霞说，村里有户人家在庭院
边上的公共空间盖了一个车库，影响
通行，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刚开始的
时候，磨破嘴皮子说好话，拉下脸来
讲规定，都不管用。”

“那可咋办？”记者问。
“拆了！”仲俊霞说，看到大家都

在拆违建、搞清洁和绿化，女主人面
子上挂不住，不仅主动拆除了违建，
庭院清洁工作做得也不错，还成了美
丽 庭 院 达 标 户 。 如 今 ，下 聂 庄 村
90%的农户都是美丽庭院。

留住乡愁，留住游客

随着庭院“颜值”的提升，鹿泉区
的妇女们又做起了“经营美丽”文章。

2016 年，鹿泉区岸下村与石家
庄麓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打造石窑小镇项目。现在，石窑小镇
已经成为一个集乡村民宿度假休闲、

农事体验、民俗文化传承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通过与农户签订租赁合
同、成立农宅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
参与建设等方式，形成了乡村振兴的
利益共同体。

“家中俩院落，一个评上了‘美丽
庭院’，另一个被公司改造成了民宿

‘留客斋’，成为村里石窑小镇的一部
分。”经过专业培训，岸下村村民王雪
涛开始在石窑小镇上班，负责民宿接
待和管理工作，月薪 2500 元，“留客
斋”年租金 2 万余元，给她带来满满
的获得感。

目前，石窑小镇已修复改造石窑
民宿院落 19个，重新铺设街道 1700
米，还组建了保洁队伍。通过打造具
有不同风情的民宿民居，将院落的女
主人塑造为民宿女管家，让前来居住
的客人感受到乡愁、乡情，开拓了美
丽经济新产业。

美丽庭院创建过程中，鹿泉区通
过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庭院+民宿”

“庭院+小镇”“庭院+电商”等经营新
模式。但是，农家妇女种菜、收拾小
院是行家，做专业经营却是“门外
汉”。为此，鹿泉区妇联筛选出教师、
村民、大学生村干部等“身边的讲师”
50余名，组成区讲师团，向广大农村

妇女传授创业就业技能。同时，他们
还将美丽庭院知识编排成群众喜闻
乐见的快板、小品、广场舞等，丰富宣
传形式，动员大家参与创建。

美了庭院，美了乡风

走进下聂庄村村民聂淑萍家，
干净整洁的院落里，不同品种的花
卉争奇斗艳，散发着清香，两侧绿意
浓浓的树木让这个农家小院生机
盎然。

“以前在城里住，后来为了照顾
老人，就搬回了村里。”聂淑萍说，闲
暇之余，她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
自家小院被评为省、市、区美丽庭院
示范户后，聂淑萍的积极性更高了，

“平时还参加妇联组织的‘晒晒我的
美丽庭院’活动和各类培训，跟村里
的妇女分享我家的经验和孝老敬亲
的良好家风。”

近年来，鹿泉区妇联结合美丽庭
院创建，引导妇女争当社会文明新风
的传播者，全区每年评选50个“最美
家庭”，大力表彰“好家风”“好婆媳”

“好妯娌”，并组建了273人的“调解大
嫂”小分队、303人的“解困大嫂”小分
队、301人的“宣传大嫂”小分队。

走在东土门村的美丽庭院示范
街上，村委会女干部牛云燕讲起了李
梅的故事。

2015年，李梅的爱人患上重病，
当时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日子过
得很艰难。此时，村“两委”和村里的
妇女伸出援助之手，帮她开起了理发
店。如今，李梅的爱人病情稳定了，
理发店生意也红火起来，城里理发涨
了几次价，李梅都没涨，还经常免费
上门给孤寡老人理发。

“乡亲们对俺们家的恩情，永远
不能忘。如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是应该的。”李梅说。

“美丽庭院创建是抓手，由‘美在
环境’向‘美在精神’不断延伸，以家
庭小稳定带动社会大和谐，提高农村
社会文明程度是美丽庭院创建的更
大意义。”郄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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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沈丘

新技术提升粮食生产力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向灵

河南沈丘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拥有“豫东粮仓”的美誉，沈丘
县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努力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夏粮生产实现了14
连增。今年小麦长势良好，再次丰
收在望。

“近几年，政府大力倡导并推广
控肥、控水、控药的‘三控’技术，既
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益。”沈丘县周
营乡孔营村种粮大户王书鹏说。

今年王书鹏种植了 800 亩小
麦，在种植过程中，他努力控肥、控
水、控药。今年他的小麦地里化肥、
农药使用比例较去年下降 7 至 10
个百分点。在县农业专家的指点
下，实施了测土配法施肥和秸秆还
田技术。同时，他还采取物理和生
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办法，
对粮食生产中的病虫害进行防治。

王书鹏告诉记者：“今年给小麦
苗增施以畜禽粪便为主的农家肥共
计 4000 方，较去年增加 2100 方，
亩均化肥投入量减少了 15％。让
土地吃‘粗粮’，少投资还能培肥地
力。同时使用了雾滴管浇地技术，
浇地覆盖面达 100％，真正实现了
省工、省钱、省水。”

“现在田里打了机井，地头装了
变压器，俺庄稼人不再靠天吃饭。
以前柴油抽水灌溉，一亩地浇一次
至少需要30元成本；现在浇一亩地
成本还不到 6 元。机井通电，不怕
天旱！”提起这两年田间管理的变
化，沈丘县周营镇赵寨行政村种粮

大户赵书昌说。
今年65岁的赵书昌，流转土地

1000余亩，以种植订单小麦繁育良
种、大豆、花生为主。

为助力全县粮安工程建设，沈
丘县供电公司积极在全县范围内启
动了“农田机井通电”工程，两年内
新增农田机井通电1204眼，受益农
田面积 8 万多亩，有效提高了农业
减灾抗灾能力。

今年 45 岁的李坤峰是沈丘县
留福镇化庄村人，从 2016 年开始，
在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政策感
召下，李坤峰与化庄、老寨等8个村
的 410个农户签订了 1万亩连片小
麦订单种植合同，选用“新麦 26”良
种，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7 分钱的价
格收购农户的小麦。

在沈丘县，像李坤峰这样发展
订单小麦种植的种粮大户多达 20
多人，这些种粮大户都受益于金融
部门的大力支持。

沈丘县农发行在支持当地农业
开发中，把发展订单农业作为支持
农民增产增收的切入口。4年来累
计投放支农信贷资金 4.76 亿元，支
持当地雪融面粉、兴银等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形成“公司+基地+农
户”的产业化规模经营模式。

目前沈丘已建成小麦、玉米等
农作物订单种植示范基地6个，发展
订单优质小麦、玉米71万亩，订单小
麦、玉米良种12.3万亩，“三农”服务
社 125家，惠及农户 846户，确保了
农民增产增收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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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岸下村，游客在参观特色民宿。 史晟全摄（中经视觉）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目标，以解决农村人居

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生活环

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图为七星关区吉场镇新伦村新貌。

邓 铎摄（中经视觉）

上海金山区吕巷镇做好“赏花”文章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节假日档期全部排满。今年餐
饮、住宿、采摘等营收有望突破 700
万元。”在上海金山区吕巷镇芳心园，
负责人卢秀龙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份至 5 月份，金山吕巷
镇游客人数达 25.8 万人次，近三年
年均增长19.2%，“赏花经济”带动吕
巷产业发展的效应明显，产生了很好
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这里的连片桃林满足了我对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唯美想象，今
年还欣赏到了优雅清新的旗袍秀。”
来自浙江嘉善的张女士到吕巷游玩
后大呼过瘾。而来自上海奉贤的姜
女士则是特地过来参加“千人瑜伽”
活动，“第一次来金山吕巷，没想到这
里景色这么美。”

如何让踏青赏花从走马观花的
观光旅游向深度体验的旅游模式转
变？做大“赏花经济”蛋糕，是吕巷镇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每年 3 月份至 5 月份，上海金山
都举办“百花节”，这期间吕巷除了精
心组织百花仙子、萌宠大咖秀、田园
骑游等内容多样的节庆活动外，还结
合地区特色文化和社会新时尚，开展
了“千人瑜伽”“大手牵小手——垃圾
分类”等系列民俗活动和公益活动，
让广大游客在畅享美景、乐在其中的
同时，也学习实践健康、时尚的生活
理念。

“我们持续丰富节庆期间活动，
积极融入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推动农
文融合，让游玩可观赏性更强，游客

体验性更好、参与度更高。”吕巷旅游
公司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去年金山吕巷旅游接待
人数突破百万人次，吕巷水果公园的
名气也越来越响亮。历经6年打造，
吕巷水果公园已经成为一个适合踏
青、赏花、采摘、野炊的绿色营地，不
仅成为上海的“后花园”，也逐渐成长
为长三角地区周末短途游的目的地。

吕巷镇和平村地处水果公园核
心区，目前正积极承接水果公园发展
的溢出效应。

每天早上八点半，家住和平村
13组的朱云生就出门到家门口的老
马园蟠桃合作社上班，“承包地每亩
每年 1040 元流转费，每年打工可收
入 2.5 万元，不用操心收成，比自己

种地强多了。”朱云生说。
在水果公园核心区两侧，有一排

旅游公司承建的果品销售小木屋，和
平村22组村民陆军看中了水果公园
发展商机，抢先租赁了一个。百花节
期间，他的小木屋一天能卖出萝卜丝
饼、海棠糕等特色小吃 200 多个，收
入近800元。

“很多企业都看中了水果公园的
发展前景，都想到村里承包土地种植
果树，土地流转费逐年涨高。”和平村
党总支书记费连均告诉记者，水果公
园周边村除引导村民开展农家乐、搞
活三产等常规发展外，还积极探索将
闲置土地资源打包入股引进优质项
目，变简单收取流转费为资源入股分
红，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如今，吕巷镇已推出“百花节”
“金山蟠桃节”等系列节庆活动，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旅游要
素，陆续完成或更新小白龙长廊、游
客接待中心、美丽乡村村史馆、热带
水果科普展示馆等软硬件设施建
设。同时，为一步提升水果公园形
象，吕巷镇还适时引导村民打造美丽
家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吕巷
镇，已有休闲观光农业经营主体 30
余家，从业人员2000余人。

乡村新貌

鹿泉区获鹿镇聂庄村街景。 史晟全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