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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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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石道乡陈村是郑州市
总工会的定点帮扶村。全村建档
立卡户为 137户 709人，经济发展
滞后。郑州市总工会帮助陈村完
善了党建示范点，成立了陈村工会
委员会，建起了党建活动室、职工
书屋、文化广场，帮助村民硬化生
产生活道路 5200 米，发展花椒种
植 700多亩，打深水井 4口，引进 3
个科技扶贫项目，成立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和 2 家农副产品加工公
司，开展扶贫培训帮助60余人取得
技能资格证书，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留守儿童，资助贫困大学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带来了村民脸上幸
福的笑容，也让村里的贫困户下降
到18户 76人。

坚持脱贫攻坚责任与岗位责
任、党建责任“三责同体”；健全脱
贫成效考核机制，坚持把脱贫实
效 作 为 检 验 脱 贫 攻 坚工作的标
尺；建立扶贫督查机制，定期或不
定期进行暗访督查，强化对扶贫工
作的监督力度……在助力脱贫攻
坚的过程中，郑州市总工会不断
健全帮扶体制机制，落实落细各
项帮扶举措，不仅改变了陈村，也
让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果惠及更多
困难群众。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帮助困
难职工脱困解困，紧密团结职工、
稳步提高职工群众的幸福指数，一
直是郑州市总工会常抓不懈的工

作。通过整合帮扶资源、完善帮扶
网络、创新帮扶手段、推动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郑州工会帮扶送温暖
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社
会化正逐步变为现实。

据统计，2013年以来，郑州市
各级工会累计筹集送温暖活动资
金 8782 万元，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家庭8.6万户（次）。

在全省首创以“统一运作、分
级设立、自主冠名、社会参与”为主
要特点的“爱心助学基金”长效机
制。筹集助学资金 4297 万元，资
助困难职工子女1.7万名。

广泛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增强职工抵御风险能力，职工互助
保障活动覆盖基层工会 2325 家、
覆盖职工 124万人次；为遭受重大
疾病和意外伤害的职工赔付互助
保障金1443.99万元。

建立了 23家郑州市工会就业
再就业基地，开设了月嫂、家政服
务、计算机等技能培训班，全市各
级工会累计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 8.1 万人次，帮助下岗失业人
员和农民工实现就业再就业 5.4万
多人次。

全市 307名劳模、五一劳动奖
获得者投身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帮
扶2081人……

为鼓励引导更多劳模先进人
物在助力脱贫攻坚、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行动中积极发挥作用，带动更

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到
脱贫攻坚中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还不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将选树
劳模的视野、培养劳模的阵地放在
脱贫攻坚一线，聚焦脱贫攻坚一线
职工。市总工会持续组织开展的

“学习宣传十九大，劳模工匠带头
讲”等劳模宣讲活动，通过一个个
鲜活、生动、感人的先进事迹，将劳
模精神播撒至郑州的各个角落，激
励广大劳模、职工在助力脱贫攻坚
中动起来，鼓励贫困群众在精神上
站立起来。

今年市总工会与市驻村办对
接结合，授予10名优秀驻村第一书
记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在
2018年度郑州市劳模评选的人员
中，有95名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人
员被评为市劳模，在全社会营造了
建功脱贫攻坚、争当劳动模范的社
会氛围。

脱贫攻坚打“赢”不易,打“好”
更难。现阶段脱贫攻坚工作正在
从重减贫进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
量转变，从注重完成脱贫目标向更
加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转
变。一批批劳模先进人物投身脱
贫攻坚主战场，以实际行动播撒阳
光，用劳模精神凝聚脱贫攻坚的磅
礴力量，必将进一步巩固提升郑州
市脱贫攻坚成效，让“劳模”这块金
字招牌在扶贫济困中绽放更加灿
烂的光芒。

在登封这片人杰地灵
的土地上，有位享誉全国
的“最美乡村医生”，他
就是全国劳模、登封
市大金店镇梅村卫
生所村医郭光俊。
作为基层医疗战线
上的一名扶贫工作
者，他50年如一日甘
守寂寞与清贫，走遍
了家乡的沟沟坎坎，访
遍了每一户贫困家庭，竭
尽所能帮助父老乡亲摆脱病痛
的折磨，早日脱贫。

郭光俊的家乡地处登封少林寺南，
12岁时，家乡脑膜炎流行，因本村没有
医生，不少患儿因病而死亡。他暗下决
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医生，为家乡
父老乡亲治病。”在乡亲们的资助下，郭
光俊踏上了漫长的学医之路。学成后，
他毅然拒绝大医院的邀请回到了家乡，
与村民们一起挑水担石、拉砖运土建起
了村卫生所。

“要是没有郭光俊及时给我抢救，
我这命早就没有了。”75岁的独居老人
李进周含着热泪说。一天，李进周突发
脑出血，闻讯赶来的郭光俊立即对老人

进行了应急处置，并带着老
人到市里的医院检查治
疗。如今，李进周不但
没有留下任何后遗
症，还能自己干点农
活。

在李进周家的
墙上，郭光俊的手机
号码写在最显眼的
位置。老人说，万一

有什么紧急情况，找光
俊才踏实。50年来，像这

样急诊、急救、护送转诊的事
例，郭光俊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为
方便村民就医，郭光俊吃住在卫生所，
每天 24小时值班，还常年身背药箱走
村串户统计常见病、多发病和各种传染
病的预防接种表册，为村民测血压听诊
送药。

“病人的生命大于天，要永远当一
名保护父老乡亲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乡村好医生。”郭光俊说。50年从医
的光阴一晃而逝，梅村在变、诊所在
变，但是郭光俊对父老乡亲的情谊一
如当年。他不仅是贫困群众健康的守
护神，更是当地村民眼里可以信赖的
亲人。

扶贫帮弱扎根乡村五十载
全国劳模、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卫生所村医郭光俊

“原来家里穷，是好想你
公司免费对我们进行压
枣技术、枣树管理等方
面的培训，让我们能靠
技 术 过 上 富 裕 的 日
子。”9月 21日，新郑
市孟庄村村民孙文
奇回忆起这些年的经
历感慨万千。

近年来，好想你健
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面
积培养技术人才，每年都会
有 2000多人次的贫困群众到新
疆种植基地，实现增收或创业。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劳模、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石聚彬开展了一系列
扶贫帮困工作，除了对贫困群众予以就
业、经济、生活上的帮扶，他还探索新模
式、新思路，制定了全渠道、全领域产业
扶贫，共融发展共享成果扶贫策略。

新郑市辛店镇大槐树村为省级贫
困村。石聚彬率领专项扶贫工作组，深
入大槐树村进行摸排，利用公司的品
牌、技术、设备、渠道和商业模式等优
势，联村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大槐树村
利用银耳大棚种植实现村集体创收。
目前，公司正通过冻干技术，逐步推进

“一县一品一区一店一基
金二区二园”的乡村振
兴 战 略 部 署 ，瞄 准
2-3 个贫困县一县
一业的特色优势，
复制好想你商业模
式，加速贫困县域
产业兴旺。

为了让百姓有
技术，能自力更生，公

司开展红枣种植技术
的培训，大力培育新技术

人。新郑小石庄、庙东陈、王
张、贾庄、龙占洼部分有技术有创新能
力的新型农民，在公司订单帮扶下，成
为公司旗下的红枣种植经纪人和采购
经纪人。自 2015 年以来，公司通过工
业反哺农业、利益分享等机制，累计在
村企合作层面共计投资 2亿元，不仅稳
定了农民在当地就业，而且加速周边村
民致富奔小康的进度。

“作为一名劳模，要积极投身于乡
村振兴工程建设中，积极打赢脱贫攻坚
战，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把人做实，
把产业做牢，打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
展，形成‘产业兴旺—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战略’一条龙服务。”石聚彬说。

把人做实 把产业做牢
全国劳模、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石聚彬

金秋时节，走进中牟县
姚家乡西春岗村，一株株
草莓苗在大棚里茁壮
成长。预计 11月底，
这一季的鲜草莓就
能上市了。村民们
告诉记者，这些小
草莓就是大家打开
致 富 之 门 的 金 钥
匙。而交给他们金钥
匙的就是省劳模、中牟
县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峰。

“李峰是村里最早种植草莓的人，
1999年他从浙江农科院引进 100株草
莓苗，育成4000株苗，一亩地能挣万把
块。”合作社监事长姚发兴说，后来大家
也跟着种起了草莓。2005年，李峰与48
户草莓种植户自愿联合，成立中牟县春
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缺销路，他成立销
售小组，注册“春峰”牌商标，以品牌开拓
市场。缺技术，他从外地请来专家为大
家手把手地教学，统一技术、统一收购。
缺资金，他通过合作社与信用社协调，为
农民提供贷款，为社员争取新建了由政
府补助的1787座钢构大棚……

66岁的村民杨老强体弱多病，家庭
经济十分困难。李峰为其投资 1.2 万

元，建成了占地 1.1 亩的钢
结构大棚一座，并在草莓
种植技术上进行全程
指导，帮助他脱贫。
村民郑全合此前家
徒四壁、穷困潦倒。
李峰帮他搭起了两
个大棚，教授技术、
赠送化肥，还拿出 2
万元帮他建了房，如

今这个 5口之家过上了
好日子。“我算是遇到个好

心人，现在日子比过去强多了，
村里好多人也是靠种草莓日子过得好
了。”郑全和说。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合作社现拥有
固定资产 260 余万元，草莓生产基地
2400亩，成员农户367户。辐射带动姚
家及韩寺、刁家、大孟、刘集等乡镇 75
个行政村新发展草莓15000余亩，亩均
纯收入平均 2.5 万多元，使得草莓成为
中牟农民增收的一项新产业。

说到以后的发展，李峰表示，将重
点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等现代农业设
施；探索开展草莓酱、草莓酒、草莓醋等
草莓深加工产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实现党员带
头、农业增收、农民增收。

小草莓连接脱贫致富梦
省劳模、中牟县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峰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年底，
郑州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系统总规模
97439 人，已脱贫人口 91708 人，未脱贫
人口 5731人。2018年，全市要实现除政
策性托底外的 3119 人存量的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

围绕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确保打赢脱贫攻坚
战，郑州市总工会清醒地认识到开展劳
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是工会组织“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使命所在，是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价值追求所在，是弘扬劳模精
神、提升工会工作的载体平台所在，必须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着力
彰显工会组织优势和工人阶级主力军风
采。

“脱贫攻坚主战场是劳模发挥作用的
大舞台，是检验新时代劳模精神的试金
石，我们要自觉肩负使命、积极主动担当，
在脱贫攻坚、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中当好新
表率、彰显新作为、展现新风采……”4月
27日，郑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在郑州
市“职工之家”礼堂举行。一封面向全市
各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发出
的助力决战脱贫攻坚、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倡议书，吹响了全市劳模先进人物助
力脱贫攻坚的冲锋号！

下发《郑州市总工会关于劳模、五一
劳动奖获得者助力决战脱贫攻坚、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行动计划》；召开由相关县
（市）区总工会、直属基层工会负责人参
加的助力脱贫攻坚、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工作推进会、研讨会；健全由各级工会主
席为“第一责任人”的助力脱贫责任体
系，层层传导压力；各县（市）区工会根据
劳模的工作岗位特点制订工作方案……
郑州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组织调动全市劳模先进人物投身助力脱
贫攻坚的鼓点越敲越密、措施越来越实。

一场前所未有的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在全市铺开：新郑市总工会探索了

“支部+工会”、精准帮扶、产业入驻等脱
贫攻坚举措，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精心培
育劳模扶贫脱贫工作品牌；新密市总工
会组织 217名劳模和工会干部与 217户
困难职工家庭实施“一对一”结对帮扶，
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郑州市二七区
总工会充分调动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的力量，将建档立卡的 70名困难职工
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实施精准帮扶……

一时间，劳模精神在郑州各地汇聚
起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在郑州，各级劳模、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遍布各个行业，具有政
治坚定、勤奋敬业、乐于奉献、技术
技能精湛等优势；各级五一劳动奖
状获得单位和工人先锋号、劳模工
匠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等先进
集体，也具有强大的产业拉动、项
目带动、创新驱动能力。

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健全、覆盖
面广、联系职工紧密的优势，积极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特别是劳模、五
一劳动奖获得者投身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郑州市总工会在全市范围
内深入开展了“6+1”（技能扶贫、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结对
扶贫、智力扶贫和先进集体扶贫）
专项行动。

精准扶贫要靠产业兴旺，群
众增收要靠项目支撑。围绕产业
扶贫，利用企业家劳模先进人物
的先进理念和项目优势，郑州市
总工会积极动员劳模先进人物投
身乡村振兴战略，走“劳模创办产
业基地、基地带动群众脱贫”的产
业扶贫模式，不断增加贫困地区
农民收入。在荥阳市崔庙镇白赵
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海
龙集团董事长徐晓引领农户进行
谷子种植。目前，谷子种植已成
为白赵村逐步脱贫的支柱产业，
全 村 每 年 实 现 增 收 60 多 万 元 。
徐晓还捐资在村里建设一个集加

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小米加工
基地，切实为贫困家庭打通脱贫
的最后一公里。

就业是民生之本。越来越多
的劳模先进人物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积
极搭建平台为贫困群众、困难职工
拓宽转移就业门路，为他们照亮脱
贫的人生之路。以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为己任，郑州市劳动模
范、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保全，选址中牟
县刁家乡规划建设 2.5万亩的万邦
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即万邦
千禾农场）。目前千禾农场基本建
设完成一期 6035 亩的核心区，带
动各类就业 2500 多人，涉及周边
农户 1200 多户，带动农民年新增
纯收入 16000元至 31000元，为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交上了一份合格
的成绩单。

金融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
重要手段。在登封，为更好地开展
金融扶贫，省劳动模范、郑州登峰
熔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亭在公
司成立支农帮扶中心，以公司资产
作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帮扶中
心成立以来，共投放资金 1560 万
元，帮助 1086 户农民新上致富项
目。在新郑，郑州市劳动模范、新
郑市龙湖镇梅山村支部书记邱顺
长不仅积极带领困难群众发展大

樱桃种植和林下养殖，还和村干部
一道积极争取上级扶贫项目资金
补助 400余万元，为梅山村打深水
井，铺设灌溉工程，受益土地面积
达到 1000 余亩。眼下，还有很多
像王建亭、邱顺长一样的企业家劳
模先进人物，依托先进理念和项目
优势，通过小额借款、无息贷款、小
额贷款贴息等方式，开展创业扶持
项目，支持群众自主创业和农民工
返乡创业。这一举措让真正困难、
有致富愿望的贫困群众得到帮扶
资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贫困
群众彻底挪掉了“穷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坚
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郑州
市总工会对贫困群众、困难职工开
展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技能培
训。通过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的
现身说法，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勤劳
致富、脱贫光荣的正确导向，切实
增强脱困“造血”能力。郑州市劳
动模范、中牟县裕康酱菜厂厂长朱
肖云，是中牟县刘集镇崔庄村人。
致富后的朱肖云资助贫困学子、救
助困难家庭，累计捐款捐物超过
200万元。她的公司每年免费培训
酱腌菜技术 1000 多人次，安置农
村劳动力 100余人。近年来，已让
数百位农民工平均年增加收入4万
多元，让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走
上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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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郑州市总工会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颁发五一劳动奖章

让劳模在助力脱贫攻坚中更加出彩
——郑州市总工会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