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蛟为结对村志惠超市揭牌 张彪为结对村爱心超市捐赠价
值10000元物资

薛志为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李振江为结对村送去治理病虫害
的电动喷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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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王院长来俺村扶贫，俺
这病恐怕就没好的指望了。”今年 7
月的一天，全国劳模、漯河市中心医
院院长王海蛟带领医疗志愿者深入
结对帮扶的召陵区邓襄镇皇西村开
展大型义诊活动，一位参加体检的老
大娘激动地说。

这样的活动王海蛟已组织了多
次，每次都免费为困难群众体检、赠
药。作为骨科专家，他先后为村卫生
室增添了血压计、颈椎牵引椅、TDP
红外烤灯等治疗设备和医用办公家
具；协调开通了远程会诊系统，让群
众不出村便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

疗服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

为村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村
民的健康才有保障。”王海蛟这样对
村干部说。他组织村卫生室医务人
员到市中心医院进行了为期 3个月
的业务培训，提升了卫生人员的业务
水平，并严格落实“两减两免”医疗扶
贫优惠政策，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
医。

他所在的市中心医院先后出资
10余万元，帮助结对村建成了爱心
志惠超市，鼓励全村群众积极参与村
内公益事业。

谷强甫为村民讲解香菇菌棒生长知识

刘连章为参加餐饮技术培训学员现
场讲解豫菜做法

今年 7月初，“全国技术能手”、
漯河市劳模刘连章带领区劳模张肖
阳、黄红永一行来到商桥镇前甄村。
在结对帮扶贫困户刘醒民和乔圈长
家中，他们详细了解了两户的家庭状
况和致贫原因。结合这两户家庭的
实际情况，劳模们坚持因户施策、因
人施策，商议确定了具体的扶贫方
案：及时为刘醒民儿子安排兼职外卖
的工作，以增加收入；主动为乔圈长
儿子提供餐饮技术培训，鼓励其自主
创业。

前甄村地处偏僻，村民致富门路

有限。刘连章依托自己经营的郾城
大酒店这个平台，鼓励贫困村民免费
到店里学技术，用真心、动真情全力
精准扶贫。他说：“贫困百姓缺的不
仅仅是物质，更缺的是技术。组织留
守村民开展餐饮技能培训，让他们掌
握技术后到酒店来上班或者自己创
业，开个小餐馆都行。这样才能让困
难户彻底拔掉‘穷根儿’！”

目前，他正为结对村指导村民转
移就业和扶持创业，并主动拿出2万
元，用于村室、医疗室、文化广场建
设，提高帮扶实效。

早在 2016年，身处国家级贫困
县舞阳县的农民企业家谷强甫就先
行参与脱贫攻坚，依靠香菇种植当年
就带动文峰乡、孟寨镇425户贫困群
众实现了稳定脱贫。2017 年 3 月，
谷强甫大胆提出了产业扶贫设想：企
业当龙头，让贫困户有事业、县里出
产业。他起草的《华宝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食用菌扶贫办法》等三个文本，
得到了舞阳县委、县政府及县扶贫办
的认可和支持，开创了舞阳县“五位
一体”金融扶贫模式。

舞阳县李斌庄村马连喜、张随方

和金庄村的温宝红是谷强甫结对帮
扶的贫困户，现在已经被安排到他的
园区务工，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我
一定要把小小的香菇发展成为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今年打算
把香菇菌棒赊销给贫困户，手把手教
他们学技术，并组织产品回收。他们
劳动两季，可获得1万元纯收入。”谷
强甫信心满满地说。

目前，河南华宝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舞阳县九街、孟寨、章化、保和四
个乡镇租赁 680亩土地，建设了 8个
园区，带动了734户贫困户脱贫。

全市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开展
以来，漯河市劳模、贾湖酒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彪通过政策扶贫，
让百姓受益。他组织贾湖酒业与舞阳
县莲花、九街等 14个乡镇 3400贫困
户签订了“扶贫开发到户增收项目”，
保证贫困户每户分配盈利部分的分红
不低于 700元。实施龙头企业带动，
建设扶贫基地，吸纳贫困户参与基地
就业。

“要想真正让贫困户脱贫，就要把
他们带起来，让他们忙起来，用劳动去
致富！”谈到助力脱贫工作，张彪如是

说。他投资2亿元在北舞渡建设的集
文化观光、科普教育、产业生产等综合
功能于一体的“中国贾湖·田园综合
体”，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目前已
流转土地2500亩。发展生态旅游业，
投资18万元修建贾湖村古酒坊，建设
农业生态种养殖基地，为贫困村植入
增收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

张彪还专门成立了“贾湖教育资
金”对贫困学子进行帮扶，用知识改变
命运；对无劳动能力的特别贫困户，定
期开展扶贫济困慰问活动，为他们发放
慰问金、慰问物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临颍县瓦店镇魏墩村是县里出了
名的“贫困村”，原有贫困户 34户，其
中因病致贫 28户，因残致贫 4户，缺
技术致贫 2户。去年以来，漯河市劳
模、临颍县天成致远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志对该村进行了结对帮扶。

扶贫工作一启动，该公司就成立
了以薛志为组长的扶贫小组。薛志带
领职工到村里开展慈善帮扶活动，并
为贫困户送上米、面、油和粉条等慰问
品。每到一户，他都认真了解贫困户
的家庭、身体和生产生活情况，及时帮
适合就业的人员提供就业岗位，让他

们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学到了相应
的生产技术。

为了丰富魏墩村村民的文化生
活，薛志联合魏墩村委，在村里建设了

“村民文化大舞台”；为了在生活上帮
助魏墩村贫困家庭，他联合县工商联、
县慈善总会等单位，在魏墩村建设了

“爱心超市”。
薛志所经营的企业连续多年开展

慈善助学行动，先后拿出数十万元善
款，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在薛志的精心
帮扶下，如今魏墩村已脱下“贫困村”帽
子，成为临颍县首批5个脱贫村之一。

“帮助贫困户脱贫，‘输血’不是根
本，‘造血’才是重点。要让他们认识
到只要付出劳动，就能挣到钱，生活就
会好起来。”漯河市劳模、河南省粮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
振江针对扶贫工作说出了自己的见
解。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
来，他和临颍县墩台李村30户贫困户
结成对子实施帮扶。

他所经营的粮源公司依托科技园
产业，从制种到成熟采摘等一系列工
序，全部让贫困户参与进来，每人每年
通过劳动可增加收益 4000 元以上。
他把冷库装卸作为贫困户增收项目，

在用工方面，优先考虑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

李振江还组织开展小麦育种订单
业务，鼓励贫困户优先育种，成熟后以
高于市场价 10%-15%进行收购，让
贫困户增加收入。为每户贫困户提供
蔬菜种植地2亩，并免费提供种子、技
术等，所获蔬菜自行销售，保证亩收入
达 5000元以上。以“公司+联合体+
贫困户”运营模式，面向全县贫困户、
低保户、残疾人等家庭免费赠送 1万
亩辣椒种子，同时提供农药、技术指
导，公司以高于市场价回收成品，让农
户种的放心。

全国劳模、漯河市中心医院院长王海蛟

为贫困村民带来福音

“全国技术能手”、漯河市劳模、郾城大酒店董事长刘连章

技术扶贫帮贫困户拔“穷根儿”

漯河市劳模、河南华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谷强甫

让小香菇成为脱贫致富金钥匙

漯河市劳模、贾湖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彪

项目扶贫让贫困群众忙起来

漯河市劳模、临颍县天成致远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志

兜底扶贫摘下贫困村“穷帽子”

漯河市劳模、河南省粮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江

带领贫困户用劳动创造幸福

•漯河篇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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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劳模助力扶贫攻坚的漯河答卷
——漯河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漯河市总工会倡议各级劳模为全市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刘淑香

今年 5月份以来，漯河市总工会党
组认真学习贯彻全总、省总会议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把助力脱贫攻坚当作第
一“民生工程”付诸实践。按照漯河市
委、市政府关于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
重大战略部署，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
案，要求全市劳模，结对帮扶要精准，吃
透村情民情，理清帮扶思路，因村因户
因人施策；帮扶方式要精准，进贫困村
结对子、入贫困户结穷亲；帮扶成效要
精准，扶真贫、真扶贫，让脱贫成效真正
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截至
目前，全市劳模共投入帮扶资金32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260个，落实产业帮扶
项目37个，加快了全市脱贫攻坚步伐。

精准施策 鼓励劳模投
入扶贫攻坚“主战场”

漯河市共有 32个贫困村，7955户
贫困户。市总工会整合人才、技术、资
金、市场等资源，精心选定136名大局意
识强、经济实力强、社会意识强的各级劳
模，开展助力脱贫攻坚、联村帮户行动，
联系 22个贫困村、帮扶 282户贫困户。
选定的劳模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细化工
作目标，找准切入点，结对帮扶贫困村、
贫困户。他们进村入户，通过开展特色
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

活动，推广先进技术，努力使贫困群众掌
握一技之长，真正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走
出困境；围绕产业扶贫，着力打造劳模产
业扶贫示范基地，走出一条“劳模创办产
业基地、基地带动群众脱贫”的产业扶贫
新模式；通过立项投资办企业，创建“就
业扶贫车间”等形式，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扶贫扶志，着力增强贫困户自强不
息、自我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强化责任 当好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领路人”

为积极组织劳模为困难群众出实

力、干实事，漯河市总工会党组广泛凝
聚脱贫攻坚合力，专门成立了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和分
工；各县区工会也分别成立相应组织，
对口联系乡镇、贫困村、贫困户工作。
选派21名优秀干部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开展工作，进一步充实基层扶贫力量，

同时将定点扶贫工作纳入工会工作目
标任务，务求实效。

向全市各级劳模、先进人物、广大
职工发出倡议，倡议大家倾注真情去帮
助一个贫困村、一个贫困家庭，以精湛
的专业技能与贫困户一起演绎劳动美，
在全社会形成热爱劳动、勤劳致富的良
好风尚。同时通过《河南工人日报》《漯
河日报》及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宣传
劳模、职工在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中涌现
出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营造浓厚
氛围。

在推进过程中，漯河市总工会认真
跟踪督导，适时召开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座谈会或经验交流会，听取推进情况，
交流经验和做法。

“群雁效应”推动全市
脱贫攻坚步入“快车道”

漯河市总工会引导各级劳模结
合自身实际，聚焦贫困村、注重产业脱
贫；聚焦贫困户、注重精准施策；聚焦
扶精神、激发内生动力；聚焦时间表、
确保按时退出，着力帮扶贫困村、贫困
户脱贫致富。通过开展产业、项目、金
融、技能、行业等多元化扶贫模式，先
后涌现出了谷强甫、刘连章、杨晓芳等
多个劳模扶贫“领头雁”，取得了较好
成效。

开展行业扶贫。全国劳模、漯河中
心医院院长王海蛟联系召陵区邓襄镇

皇西村，他开通了结对村与中心医院的
视频诊疗系统，架起了贫困村民通向健
康的爱心桥；并投入 20万元用于村爱
心基金、爱心超市和村卫生室诊疗设施
建设。

开展智力扶贫。省劳模、河南金
大地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汤顺利设立
金山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舞阳县 136
个贫困家庭的大学新生及高、中、小学
生，每人发放 1000-5000 元不等的助
学金。

开展项目扶贫。市劳模、双汇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相杰，为所联系的召
陵区老窝镇古桐村投入 30 万元建造
10个果蔬大棚搞种植，由双汇集团按
市场价收购，参与种植的贫困群众人均
每月可收益400-500元。

开展技能扶贫。市劳模、高级农艺
师杨晓芳，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
10多期。并通过农业信息网、农技110
服务热线，为贫困户解决技术难题。

开展就业扶贫。市劳模、河南电力
器材公司总经理陈进，主动吸纳联系村
—召陵区邓襄镇黄东村贫困家庭成员
到企业工作……

沙澧大地秋意浓，劳模扶贫逐浪
高！如今，各级劳模在全市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已形成了“群雁效应”，书写出
了劳模助力扶贫攻坚的漯河答卷。劳
模精神正在漯河汇聚起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磅礴力量，谱写出一曲“奋力拼搏，
决胜脱贫攻坚”的时代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