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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是中邮保险十周年生日。十
年来，每到这个日子，这家央企都会以一种
特殊方式庆生：公司负责人带队走访基层
客户，调研征求意见建议。今年 9 月 9 日，
公司负责人兵分五路，带领“三下乡”扶贫
助困队伍赴基层走访调研。

“与基层客户一起过生日，是为了更好
地提醒我们牢记初心和使命。”中邮保险负
责人说。

10 年前，从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起步，
一次次走村串巷的走访调研、一回回推心
置腹的攀谈交流，换来了一批批接地气、带
人气的保险产品。依托邮政独一无二的渠
道优势，中邮保险以小额保险为切入点，开
创性地搭建了“自营+代管”的特色运营模
式，打造“四级架构、五级运作”的发展模
式，建立起以邮政网点为主阵地“基本线”、
以邮政投递员和营销员为主力军“流动

线”、以“三农”服务站和村邮站为基点“延
伸线”的“三线并举”保险营销体系。开业三
年后，保险规模就跻身寿险业前十名。

一条条邮路印刻着中邮保险人坚实的
脚步；一张张保单，记录着基层百姓满意的
认可……百姓口碑铸成惠民品牌。短短十
年，累计服务客户 1123 万人；总资产由
5 . 1 亿元增至 1687 亿元；资本金由 5 亿元
增至 215 亿元；累计营业收入 2922 亿元，
年均增长 53 . 3%；累计保费收入 2658 亿
元，年均增长 51 . 9%。

企业发展了，不忘回馈国家和社会。服
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中邮保险自觉承担国
有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持续在全国多地
推进保险精准扶贫。

在河南光山，2017 年 4 月至今，中邮
保险为 1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重点帮
扶村村民无偿赠送意外伤害保险，覆盖人

群从未脱贫户到刚刚脱贫的临贫户，覆盖
险种从意外身故、意外伤残及猝死保险到
意外医疗和交通意外险。

“我们承保的贫困户，年龄最大的有
104 岁。”中邮保险有关负责人介绍，“很多
贫困户本身就患病，在保险行业是可以拒
保的。然而，为了充分发挥保险对脱贫攻坚
的保障作用，中邮保险主动挑起了担子。”

贫困户的保险意识普遍较弱，有时候，
即使是赠送的保险，他们也不知道可以报
案索赔。“我们生怕贫困户出了意外不来索
赔”，中邮保险向贫困户发放“保险明白卡”，
走村入户宣传，告知贫困户万一发生了意
外怎么找中邮保险理赔，“有时候一遍没效
果，就入户讲两遍。”

截至目前，光山扶贫保险累计赔付 82
件，累计赔付保险金 394 . 6 万元，累计风
险保额达 80 亿元。一些贫困户家中“顶梁

柱”出了意外，由于中邮保险雪中送炭，防
止了这些贫困家庭返贫情况的发生。

在陕西商洛，开展信贷保险扶贫，解除
扶贫贷款申请人因意外造成无法还款的后
顾之忧；在湖南永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提供“扶贫特惠保”服务；在江苏扬州，与扶
贫办合作开发“中邮安心小额扶贫保险”；在
四川凉山、南充赠送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截至目前，中邮保险累计为贫困人口提供
192 亿元风险保额。2018 年，中邮保险荣获
“中国保险业精准扶贫方舟奖”。

十年间，中邮保险坚定价值成长的创新
战略，以主动担当的使命感，蹚出成功的行
业成长模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从中石
化销售公司重组改制，到中国互联网基金推
进实施；从参与“中国铁建国家重点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股权投资计划”和“招商局轮船
股份股权投资计划”，到支持“一带一路”建

设；从获准境外投资，到顺利推进“中加基
金”“光以基金”等境外投资项目……中邮
保险积极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主动对接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经济项目及央企重
组上市的股权、债券和项目资产支持计
划，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走进中邮保险遍布全国城乡的网
点，一个声音分外响亮：合规操作、风险
防控！按照“审慎稳健、风险可控”原则，
中邮保险建立了三道防线的合规风控管
理框架，创造性地构建了“联动管控”管
理机制。多年来，偿付能力、资金运用、资
产负债管理等重点风险防控有力，偿付
能力始终保持充足，未发生保险资金案
件及重大违规事件。

“时刻用百姓的口碑检验企业的初心
和使命！”开启新征程，中邮保险人的回答
掷地有声。 (本报记者王若辰、张典标)

“我们生怕贫困户出了意外不来索赔”
不忘初心，“十岁”中邮保险持续推进保险精准扶贫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李志浩、黄
燕、何军)大蒜，在新疆昆仑山脚的一处“桃
花源”，曾经是祛病的土方。每逢风寒侵入
山谷，毡房、土屋里勤快的主妇会将大蒜剥
好，用针线将蒜瓣串成项链给家人戴上，相
信以此能预防伤寒。

如今，大蒜已不再挂上脖颈，却依然被
淳朴的村民们视作“良方”。只不过，人们要用
它来祛除的，是昆仑山区世代相传的贫困。

在新疆东南缘的且末县，江尕勒萨伊
是极为偏远的南部山村。

村名中的“江尕勒”(维吾尔语意为“荒
漠戈壁”)，提示着世人自古以来进入其间
的艰难：记者从县城驱车而至，路程超过
200 公里，一段要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丘，
大段则是颠簸难行的戈壁。途经的多座石
桥，都因夏季的山洪而损毁。

沿乡道爬上昆仑支脉，山峦重叠。在群
山环绕的深处，忽有一处绿意盎然的“萨
伊”(维吾尔语意“山谷”)闯入视野，江尕勒
萨伊正在于此。

进入这片狭长 7 公里的河谷，果树飘
香，河水奔流，连片的良田已然遍绿，四围
冷峻的高山像臂弯保护着这片旺盛的生
机。眼前之情景让人想到陶渊明在《桃花源
记》中的描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

正因如此，且末人将江尕勒萨伊，称作
昆仑山里的“世外桃源”。

“10 天以后就可以挖大蒜了。”村民喀
迪尔·库尔班讲一口熟练的普通话，正低头
在蒜田中拔草。

几天前，他接到来自省城的电话通知，
在乌鲁木齐读大学预科的大女儿因为考取
内地高校，获得了自治区奖励的 6000 元奖
学金。发放仪式马上要在乌鲁木齐举办，女
儿必须提前启程。

记者赶来当天的早上，喀迪尔·库尔班
刚刚送走了大女儿。因为 12 亩大蒜就要收
获，作为父亲没法陪着女儿到省城，只能将
不舍留在心底，“给丫头多塞了些钱”。

处在深山，交通不便，女儿搭线路小车
颠簸，要用 1 个白天才能进城。从县城再到
乌鲁木齐，仍有 1100 余公里的漫长路途。

在交通落后的过去，因为山高路远，贫
困和闭塞曾经长久地“统治”了山谷。48 岁
的喀迪尔·库尔班没进过一天学校，妻子也
只读到小学五年级。

放过羊、做过木匠，也曾骑着一天的毛
驴进到深山、在矿场打工挖玉，如今又回到
村里种地，喀迪尔·库尔班苦干了半生，黝
黑壮实的他只想甩开贫困。

弯腰劳作的侧影被远山映衬，地里的
蒜叶眼看要没过小腿。40 余年，喀迪尔·库
尔班从牧童成长为两个女儿的父亲，山村
的大蒜也从无到有，如今长遍了江尕勒萨

伊的良田，成了最值钱的作物。
但在喀迪尔·库尔班出生前，这种植物

稀有而珍贵。
由于世代游牧，江尕勒萨伊人并不长于

种植。63 岁的老村委会主任艾萨·木萨熟稔
历史。他说，直到 200 年前，游牧在昆仑山深
处草场的祖辈们才开始在此定居，从逐水
草而居到半牧半农，“桃花源”渐次形成。

不论是游牧深山，还是耕种山谷，人们
都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缺医少药是
常态，一旦染疾只有苦熬。

生存的艰难让牧民的后代牢记着一种
祛病的土方。“每逢春秋变天，母亲会挖来
大蒜，给我们串成项链。”艾萨·木萨回忆，
项链戴到脖子上，直到蒜瓣发干发硬才能
摘下。为避免浪费，干了的蒜瓣要再拿到石
头上磨，将残余的蒜汁擦到皮肤上，“每天
身上都是一股蒜的味道”。

遗憾的是，对这种重要的“药材”，村民
不会种，只能进到放牧的深山草场，挖野生
的大蒜，“个头小小的，很少。”艾萨·木萨说。

直到 70 年前，山村变化加快。新中国
的成立改变了南疆多数农民无地、少畜，只

能为地主富农耕种、代牧的局面。沿着多
次加固的道路，有关耕种和医疗的新知
识开始慢慢从县城传来。20世纪 70 年
代，牧民的后代们已对耕种有了精深的
掌握，开始试着种起大蒜。

艾萨·木萨仍记得，20 岁那年，第一
次吃到自家种的大蒜的滋味，特别辣。不
久，他们也开始学着像山下人一样，在炖
肉炒菜时多放上几瓣大蒜。

出乎人们的意料，“桃花源”的海拔、
山泉、日照时长、早晚温差大等因素，让
大蒜拥有极佳的品质。“口感更辣，大蒜
素含量比普通平原蒜素高 5 倍至 7 倍，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还更耐储
存。”在此驻村帮扶的县干部黄虎说，原
本只是村民小片自种的大蒜，慢慢成了
山下的高价抢手货。

如今，艾萨·木萨的蒜田已从当年的
几分地扩大为 10 亩，整个江尕勒萨伊的
大蒜规模扩大了数百倍，达到 280 亩。

蒜多了，古老的传统却消失了。人们似
乎遗忘了大蒜曾经最重要的角色，再没有
人佩戴“项链”，孩子身上也闻不到蒜汁的

味道。
“现在生病就看医生吃药了。”对艾萨·

木萨来说，医疗条件进步了，大蒜“项链”已
是遥远的回忆。

但大蒜仍医治了全村多数人的“顽疾”。
去年喀迪尔·库尔班的大蒜赚了 5 万

元，预计今年 1公斤可以卖到 15元，一亩毛
利 5000 元，“从去年的 8 亩扩大到了 12
亩。”凭着大蒜的收益和国家退耕还林草的
数万元补贴，喀迪尔·库尔班一家在两年前
脱了贫。

曾经鲜为人知的江尕勒萨伊，也因为
高原大蒜而声名远扬。尤其是 2012 年后，
大蒜开始远销疆内外多地，价格一路升
高，激发了村民的扩种热情。

开挖在即，对拦住了他北上送女儿的
大蒜，喀迪尔·库尔班很放心销路，“商贩到
时会主动上山来收的。”他唯一担心的是女
儿，“天热，怕丫头路上累”。

走出大山天地宽，对于江尕勒萨伊的
大蒜是如此，对人更是如此。而要远远地
甩开贫困，过上更好的日子，喀迪尔·库尔
班相信，“丫头必须读书”。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姜婷婷、刘红霞、
张智敏)王哈力麦从来不敢想，过了小半辈
子，自己打的第一份工、挣的第一份工资，
竟是在自家门口的扶贫工厂。

42 岁的王哈力麦家在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临夏，是“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中“三州”之一。东乡，则
可谓临夏州乃至甘肃省脱贫攻坚“最难啃
的硬骨头”。

“喏，我就住在对面那个楼。”王哈力麦
指着车间对面、拐个弯儿就到的十几层电
梯房说，“40 多年了，我就没见过这样带电
梯的房子，敞亮着呢。”

“现在早上送娃娃上学后再来上班，中
午回家做饭，下午再来做几个小时，一个月

下来能有 2000 多块钱。”从来没挣过钱的
王哈力麦一边给手头的雨伞做检测一边告
诉记者，“2000 多呢！现在好着呢，开心着
呢。”

几十公里外，临夏州临夏县黄泥湾村，
50 多岁的马秀平说起几个月前第一次领
工资的场景，依然难掩兴奋。

“真没想到，我大字不识几个，这辈子
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拿工资！”她边说边
麻利地剪着鞋面。

马秀平所在的巧手布鞋加工农民专业
合作社，由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援建，已经
吸纳 50 多名贫困妇女生产加工布鞋。

以前，马秀平也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
可一想到家中还有老人孩子和田地需要照

看，便打退堂鼓。现在，扶贫车间开到村里，
既能赚钱又不耽误料理家事、伺候庄稼。
“这样的好事儿，谁不愿来哩！”

在甘肃，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让 8000
多名跟王哈力麦和马秀平一样的妇女“走
出家门”，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凭自己双
手打了个摆脱贫困的翻身仗。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长期
以来，甘肃深贫区许多农村妇女由于文化
水平、传统观念以及家庭的限制，无法外出
打工。

把扶贫车间开进村里，让贫困妇女就
地务工、就地增收，是我国出台的精准扶贫
措施之一，既可助群众脱贫致富，又能解决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

临夏县委常委、副县长苏智锋说，有了
合作社，农村妇女有了赚钱的“饭碗”，村里
笑声多了、矛盾少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不用伸手向丈夫要钱，自己赚钱自己
花，我心里更有底气。”同样在巧手布鞋加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上班、28岁的马法土麦说。

黄泥湾村外约 70 公里，在东乡县达板
镇凤凰山联合扶贫车间工作的黄阿英舍也
有相同感受。“我在这里工作，既可以贴补
家用，又可以赚些零花钱，还有姐妹们聊
天，比只在家里有趣多了！”

黄阿英舍回忆起第一次领工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1350 块现金被我攥得紧
紧的，心里甭提多美了。”

这家由方大集团注资的扶贫车间主营

服装鞋帽加工，目前有 150 个员工，绝大
多数是第一次就业。

为帮助留守妇女适应产业工人这一
新身份，扶贫车间专门安排师傅手把手
教授缝纫加工技术。

车间负责人郭静说，虽然工厂效率
还无法和沿海企业相比，但这些妇女聪
明踏实，一教就会，以后肯定会成为合格
的产业工人。车间里不少妇女感慨，看着
经过自己巧手制作的衣帽被洗净熨平，
打包送往各地，满满的成就感。

“常言道，巾帼不让须眉。”郭静说，
希望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家门”，更好融
入社会，圆自己的“上班梦”，跟大家伙儿
一起在奋斗中摆脱贫困。

“在家门口，我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
甘肃扶贫工厂助妇女走上脱贫路

寻访昆仑“桃花源”的“祛病”良方

▲在且末县江尕勒萨伊村，村民齐娜尔罕·克热木拿着自己种植的高原香蒜露出了笑容（ 8 月 22 日摄）。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赵赵戈戈摄摄

称体重、看体型、赛
精神，这不是选美比赛，
而是赛牛相牛大会。近
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
区举办的赛牛相牛大会
上，来自 17 个乡镇的
302 头牛同场竞技，牛
气冲天。

“我的牛是乡里赛
牛的第一名，希望这次
在区上也能有好名次。”

前来参赛的养牛户刘志
峰说，赛牛相牛大会激
发了农户养牛的积极
性，也让养牛户有机会
切磋养牛经验。

崆峒区畜牧兽医中
心副主任林欢庆介绍，
养牛赛牛已经成为平凉
农民的一种时尚。这是
第五届“平凉红牛”赛牛
相牛大会，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
奖评出公母牛各一头，各奖励 3 万元。

平凉市位于甘肃省东北部，有着悠久
的养牛传统。当地的平凉红牛全身呈枣红
色，是国内优质肉牛种质资源。林欢庆说，
平凉红牛是以本地黄牛为母本，先后与秦
川牛、南德温牛、红安格斯牛等国内外优
良品种进行杂交而孕育出的肉牛新类群。

2008 年 1 月，平凉市在国家商标局
成功注册了全国唯一的活牛类证明商
标——— “平凉红牛”，为平凉红牛产业取
得了国家级“名片”。2009 年 10 月，“平
凉红牛”证明商标被评为甘肃省著名商
标。借着养殖平凉红牛，平凉市蹚出了一
条产业扶贫的路子。

在平凉市崇信县锦屏镇平头沟村，
一个个废弃的旧窑洞被改造成了养牛
场，并建有防疫室、消毒室、堆粪场、草料
场等配套设施，近百头平凉红牛住进了
冬暖夏凉、卫生环保的窑洞。

平头沟村党支部书记朱三义介绍，
按照贫困户每户改造 1 孔窑洞补助 1 万
元、非贫困户每改造 1 孔窑洞补助 5000
元的标准，村里已扶持群众维修改造窑
洞 230 孔用来养牛。

为了能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养牛，
平头沟红牛产业合作社还和伊顺祥牛业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公司投放基础母
牛 100 头，由 18 户贫困户代养，生产的
牛犊及基础母牛增重部分由合作社和贫
困户按照 2：8 的比例分红，贫困户年人
均可分红 4000 元以上。

“目前，全村已养殖平凉红牛 780 头，
预计年出栏 350 头，可创收 420 万元。
2018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800
元，贫困发生率也降至 1.6%。”朱三义说。

在平凉市，像平头沟村这样的养牛
专业村不在少数。2014 年以来，全市累
计共有 8 . 4 万人通过发展牛产业实现
稳定脱贫。(记者张新新)新华社兰州电

牛
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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