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2 日， 在位于滁州市来安县境
内的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鸟儿在池杉
林间休息 。 池杉湖湿地公园占地 5800
亩 ，横跨苏皖两省 ，由两地携手共同管
护。 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池杉魅影，林鸟
依依 ，形成了分布数万株池杉树 、具有
独特观赏价值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
成为众多鸟类生活、栖息的“天堂”。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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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商业保险引入政府救助领域，政府购买保险专业服务，形成政府
救助、保险保障、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救助机制———

完善托底保障 避免因灾返贫
■ 本报通讯员 徐雯雯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房子和东西全烧光了，损失七八万
元。好不容易靠打工挣钱盖起的房子，一
场大火啥也没有了。 ” 提起去年那场大
火，界首市田营镇的任华非仍心有余悸。

火灾发生后， 村干部领着保险公司
的人到任华非家现场勘查， 认为符合自
然灾害房屋主体损失保险的理赔条件。
一周过后，3.5 万元理赔款交到他手中。
如今，他一家生活日渐好转，新房建起来
了，妻子病情也好转。谈起这笔保险赔偿
款， 他感慨地说：“多亏政府为我们买了
保险，把这口气给续上了！ ”

2020 年，界首市居民获得意外赔偿
的当然不止这一笔。 光武镇后刘桥村的
王巧云家因暴雨致房屋受损， 获赔 1.76
万元， 大黄镇郭店村的王丹福家因火灾
致房屋受损，获赔 3.5 万元……这些“雪
中送炭”的理赔，正是界首市实施自然灾
害民生综合保险发挥的作用。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防不胜防，一
旦发生，损失很大，已成为威胁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 然而，与之形成鲜
明反差的是，当前群众参保意识的淡薄以
及相关减灾保障措施的缺失，让群众的生
命财产在遭到威胁时得不到有效保障。

如何完善托底保障体系， 防止群众
因灾导致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2019 年，
界首市探索实施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试点
项目， 提出在全市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乡镇开展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试点， 为的
是充分发挥该保险在损失补偿、 恢复重
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大限度减轻自
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给群众造成的损失。
该市相关部门经反复论证，出台了《界首
市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试点方案》，方
案明确三大原则：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普惠于民。

“我们把商业保险引入到政府救助领
域，让政府购买保险专业服务，形成政府
救助、保险保障、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
式救助机制， 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
产生活，避免因灾返贫。 ”界首市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姜付果说。

2020 年初，界首市农村综合性改革
试点实验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将试点工

作放在光武、大黄、舒庄、泉阳、陶庙、田
营等乡镇，覆盖所辖区域 27.69 万人口，
所需的 60 余万元保费全部由国家农村
综合性试点试验改革的项目资金买单。
随后，界首市财政局、综改中心、金融监
管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加
入， 成立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全力推进项目实施。

政府买单、企业出力、群众受益，这
是界首市实施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试
点项目的初衷。综合保险试点方案提出，
在保险种类方面， 从与群众生活的密切
程度出发， 选择民生救助保险和自然灾
害房屋主体损失保险。 承保区域范围内
发生的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及火
灾、爆炸、触电等意外事故，导致该区域
内人员伤亡、房屋受损的，可享受赔偿；
在执行方面，引入竞争机制，于 2020 年 5
月公开招标，经业绩信誉、方案保障、理
赔额度、投标报价等综合评比，中国人寿
财险界首支公司拔得头筹。

人寿财险高级业务主管唐小迪介绍
说，公司组建专项领导小组，通过印制宣
传手册、对接试点乡镇、上门理赔案件等，

很快把业务铺开。 该公司实行专事专办，
开通“民生绿色通道”，将理赔流程一简再
简，保证赔付款在 5 个到 7 个工作日内到
位。人寿财险界首支公司经理陈亮向记者
展示的一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3 月底，
共受理试点项目案件 25 个 ， 理赔金额
23.06 万元， 公司还为参保群众赠送了传
染病救助保险。“我们积极实施这个项目，
就是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为巩固脱贫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尽一份力。 ”陈亮说。

“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试点项目填
补了政府社会救助的空白。 ”界首市农村
综合改革促进中心副主任张俊松说，后
续将通过政策绩效评价， 将试点扩大到
全市范围，无论哪里人到界首务工经商，
只要是在承保区域内遇到意外， 都能得
到理赔，真正实现“只要到界首，保障处
处有”的承诺，此举将对优化营商环境起
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看重的是保险给受灾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补偿。有了这项保险兜底，群
众就多了一份安心、一份希望，更重要的
是健全完善了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救助
体系。 ”姜付果说。

·百姓故事

■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文/图

10 年前，一张“最坚强母亲”的照
片曾感动亿万网友。 画面中，一位白发
苍苍、 驼背严重的老人正艰难地给瘫
痪在床的儿子喂粥。 这位名叫许张氏
的母亲时年 95 岁，儿子许金义患有精
神疾病。

喂饭 、喂药 、洗澡 、端便盆……为
了不连累其他子女， 许张氏独自担起
照顾儿子的重任，含辛茹苦四十余年，
用母爱延续着儿子的生命。2013 年，97
岁的许张氏因病离世， 临终前将许金
义托付给两个女儿。

如今，许长琴、许长荣姐妹接过“爱
的接力棒”，八年如一日，代替母亲照顾

瘫痪兄弟。翻身、按摩、洗头、理发，姐妹
俩照顾许金义比母亲还要仔细。由于护
理得当，许金义卧床多年没有生过一处
褥疮，精神状态也有所好转。

许金义所在的安徽亳州市谯城区
花戏楼街道为其办理了低保和残疾人
各项补助，逢年过节也会上门探望。 社
会爱心人士也曾提供帮助， 但都被姐
妹俩回绝了。 “我们接受了太多帮助，
不能再去打扰大家。 ”许长荣说。

近年来，姐妹俩岁数越来越大，体
力大不如前，照顾许金义略显吃力。 许
长琴的女儿张秋露如今常来帮忙 ，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 她说，自己要接过下
一棒，让“最坚强母亲 ”的爱在家庭里
继续流淌。

为了母亲的嘱托

▲ 5 月 6 日， 许长
荣推着许金义出门
晒太阳。

荨 拼版资料照片，左为 2011 年 8 月 18 日，许张氏
在准备给儿子许金义清洗身子； 右为 2021 年 5 月 7
日，许长荣在准备热水给许金义洗头。

西瓜种出“甜蜜产业”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梁威

一只瓜带动百姓富， 一亩田净赚万
元钱。 多年来，天长市促进富民增收，发
挥地理和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西瓜种植
产业，让西瓜种植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眼下正值大棚西瓜上市季节。 5 月 8
日， 记者走进该市汊涧镇汊北村华云百
合专业合作社西瓜大棚，碧绿的瓜地里，
瓜农抓紧采摘刚刚成熟的头茬瓜， 装箱
发货。

“今年 ，我们种了 50 个大棚 ，约 20
个大棚的西瓜陆续上市，每天产量 1000
多斤，批发价每斤 3.5 元。 ”华云百合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陈云说。
该合作社种植大棚西瓜已有 3 年，

今年种了 60 亩，比去年增加 10 多亩，品
种为 8424。 这种西瓜皮薄、瓤酥、汁多、
甘甜，已成为当地西瓜中的“金字招牌”。
陈云告诉记者， 由于他们加强优质种源
引进、 标准化种植管理以及后期包装营
销，西瓜的品质和品相均有提升，销售不

成问题，在本地市场供不应求。
“西瓜大量上市要到5月中下旬，每

天产量可达5000斤至1万斤。 ” 陈云说，
“每个大棚的产量可达1万斤，按平均2元
1斤计算， 产值2万元。 50个大棚总产值
100万元左右，除去人工、成本及各项费
用，纯利润估计在30万元至40万元。 ”

近年来， 天长市西瓜种植产业在品
种改良、 技术改进上下功夫， 在规模种
植、市场拓宽上寻突破，在品牌树立、利
益联结上作探索， 让西瓜成为稳定群众
增收的“甜蜜经济”。目前，该市西瓜种植
面积近万亩，从业人员 2000 多人，年产
值 8000 多万元。

“畸形选秀”该打住了
洪 放

近日，某选秀节目粉丝
为给喜欢的选手打榜投票，
竟将白花花的品牌牛奶饮
品整桶倒入下水道，令人触
目惊心。为何要这样赤裸裸
地浪费？ 原来，只要买与节目联名的某
品牌饮料，获得瓶盖内侧的二维码或包
装箱里的刮刮卡，就可以获得为自己的
偶像多投票的机会。粉丝们为了获得选
票不惜“买椟还珠”。

近年来，市面上大大小小的选秀节
目不少，但争议一直不断。 特别是有的
节目以所谓的粉丝应援量作为排名依
据，而应援最后都转化成明码标价的物
品和服务， 使得选秀一定程度上沦为
“金钱游戏”， 只要粉丝的 “买单价”够
高，选手的排名就会靠前。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媒体平台频繁
推出各类选秀节目，“选手荒” 现象凸
显，其中与“粉丝经济”捆绑最深的一类
综艺最为突出。 近年来，高频选秀所造
成的后果是，选秀偶像业务不精、丑闻
不断等负面新闻也频频登上热搜，让人
质疑：如此“畸形选秀”意义何在？

不得不说 ， 平台操纵
下的选秀节目一定程度上
成 为 了 异 化 粉 丝 经 济 的
“吸金陷阱 ”， 亟待有关部
门加强监督、正确引导。针

对当前 “饭圈 ”谩骂互撕 、挑动对立 、
刷量控评 ，教唆过度 、大额消费 、网络
暴力等行为 ， 国家网信办明确提出 ：
一要清理有害信息 ，二要坚决处置职
业黑粉和恶意营销号 ，三要坚决处置
纵容乱象的网站平台 ，特别是对屡教
不改的网站平台从严从重处罚。 这些
措施必将对相关行为主体产生震慑
作用。

“畸形选秀”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容忽视。 杜绝“畸形选秀”现象的频
发 ，有关管理部门应有所作为 。 采取
监督管理措施 ，促进选秀节目理性开
办 、选秀业务规范开展 ，是遏制选秀
行业乱象频发的重要方面 。 此外 ，要
促进这个行业的规范 、有序 、健康发
展 ，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无疑也是一个
最重要方面 ，相关部门应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

·民生快递·

淮北加快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吴

永生）近年来，淮北市加快推动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引进培育农产品种植、深
加工、 销售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现代
化企业，促进农旅农商融合，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 目前，全市共打造出 12 条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2020
年， 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收入
达 10 亿元。

淮北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加快一
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长三角
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该
市推动粮食种植提质增效。 2020 年，粮
食总产 29.87 亿斤 ，实现 “十七连丰 ”。
建立小麦大豆种子基地 50 万亩， 发展

瓜菜种植 20 万亩 。 培育规模养殖场
1000 余个，规模养殖比重 80%以上，居
全省前列。 同时，积极培育农产品精深
集群，建设四大食品专业园区，重点引
进培育饮料酒制造、食品制造、面粉加
工、饲料加工、肉猪加工、禽类加工等六
大食品加工业集群。

该市推动农旅农商融合发展。近年
来，该市培育出石榴小镇、芳香小镇、健
康食品小镇、七彩和村农旅小镇等特色
小镇，被评为省级特色小镇。烈山镇、双
堆集镇、临涣镇被评为省级特色旅游名
镇，榴园、南山村等被评为省级特色旅
游名村。

萧县打造种植联盟促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以来，

萧县着力打造种植联盟，吸引各类农业
经营主体要素共享、利益共担、融合发
展， 推进本地区农产品实现优质高产，
促进农民增收。

联盟采取 “农合联+农业社会化服
务龙头企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 ”
的四位一体运作模式，以萧县金丰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为龙头，以萧县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会为桥梁，以各类新型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纽带，以种
植大户为基础， 全面打造具备本地特
色、耕种管收全面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生力军。

联盟成员共享专业技术服务团队、

最新农业机械、优质高产品种和化肥农
药 ，8 名农业专家 、14 名农技师 、30 名
农化服务人员、800 名农机手全面服务
成员单位，4 套粮食烘干塔、15 架打药
无人机、200 架种肥同播机 、1000 套易
喷保等农机投入使用，推广种肥精量同
播、种肥混播、宽幅播种、肥料深施、统
防统治等关键技术服务，达到减肥减药
3 成以上。

联盟还通过大面积实施订单种植，
固定品种、固定标准、统一种植、统一回
收， 构建 “良种+良肥+良机+良药+良
法”的五大品质保障机制，实现经营主
体间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

铜陵义安区开展农业链式招商
本报讯（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李曙）

近年来，铜陵市义安区开展农业链式招
商，推进产业优先布局，加大资金投入，
做强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义安区将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产
业链列为该区今年九大招商链条之一，
大力引进食品加工企业以及上下游包
装、检测、贸易及仓储物流企业，推动食
品加工产业在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形
成集聚效应。 目前，铜陵国家农业科技
园已聚集铜陵爱味食品、 安徽唛口佳、
铜陵老农食品等食品加工企业 20 余
家，涵盖了凤丹、生姜等特色农产品和
粮油 、肉制品 、休闲饮料 、休闲食品等

30 多个种类，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食品
产业链条，2020 年实现产值 17.3 亿元。

该区依托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探
索 “互联网+农业”“现代生物技术+农
业”“生物质利用+农业 ”“农业+科普 ”
“农业+文化+旅游” 等多种业态融合，
形成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牵引，以休闲
农业、文化传承、生态旅游为引领的农
村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目前， 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已建
成物联网应用系统、追溯系统、质量检
测中心、研发中心等综合科技平台，正
推进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等 29 个
项目。

我省建成南方绵羊山羊活体遗传资源库
本报讯 （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李

晓村 王文）截至 5 月 12 日，我省江淮
分水岭综合试验站引入我国 50 多个绵
羊、山羊遗传资源，建成南方绵羊、山羊
活体遗传资源库， 为避免我国绵羊、山
羊遗传资源多样性减少，保护地方羊遗
传资源，培育和推广适合江淮分水岭地
区繁育的优良品种搭建重要平台。

位于定远县西卅店镇国家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的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
是由安徽农业大学与定远县政府合作
共建的专门服务定远及江淮分水岭地
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
试验站通过“草牧业”等九大产业联盟，
引进农业新品种 376 个，应用农业新技
术 92 项，探索新模式 15 项，示范推广

面积 10 万余亩， 建立试验示范生产基
地 19 个，服务农业企业 101 家，协助企
业申报项目 17 项，技术服务 320 余场，
共计服务 3800 余人次， 开展集中培训
70 次，培训 4760 人次。

该站针对我国南方不同区域生态
特点，发展生态种养。 研发新型移动羊
舍、自动化饲喂系统，筛选出最佳肉羊
和牧草品种组合，成功构建“农区草牧
业（肉羊）标准化生产体系”，实现“一控
两减三基本”的绿色农业生产目标。 该
体系先后在定远、六安、颍上、怀远进行
产业化推广应用，现已建成示范基地 6
个，种植人工草地 1 万亩 ，示范规模 2
万只以上，为江淮分水岭地区羊产业及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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