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实效。全
市广大劳模在洛阳市总工会的带
领 下 ，积 极 投 入 脱 贫 攻 坚 主 战
场，不仅取得实实在在的脱贫
成效，也成为脱贫攻坚工作
中一道亮丽风景线。

与此同时，洛阳市各级
工会还依托“职工之家”“职
工小家”“职工教育培训示
范点”“职工道德讲堂”“劳模
讲堂”逐步逐级设立新时代
工人讲习所。各级工会干部、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作为
主要讲习员，通过一个个鲜活、生
动、感人的先进事迹，在全市持续传
递劳模故事、劳模力量、劳模精神，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
贫等扶贫政策，进一步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坚
定其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各级工会还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微博、
微信等媒体优势,全方位深度宣传报道劳模先进
经验、感人事迹和优秀工作法,大力宣传奋战在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6+1”专项行动一线
的劳模先进人物，大力营造尊重劳

动、崇尚知识、鼓励创造的社会
风气,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学习
劳模、争当劳模,促进劳动者
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时光匆匆，总有一种精
神，脉脉流淌直抵人心；总
有一种力量，潜藏心间催人
奋 进 。 面 对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任，洛阳市各级劳模 先 进 以 永
不褪色的劳模精神投身其中、默

默 奉 献 ；面 对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任 ，洛
阳 市 总 工 会 决 心 ，在 市 委、市 政 府 和上

级工会的正确领导下，持续深化劳模助力脱贫
攻坚行动，推动攻坚更高效、更高质量地开展，
让更多更大的劳模力量成为扶贫先锋，全面决
胜脱贫攻坚。

题图：洛阳市洛宁县举办劳模扶贫励志宣讲会

1 提高政治站位
助力扶贫聚合力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孙欣

金秋的河洛大地，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到处是决胜脱贫攻坚的火

热场景。

组织动员广大劳模先进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脱贫攻

坚彰显新时代工会组织新作为……洛

阳市总工会坚定政治站位，强化使命

担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目标任务，在全市范围内打

响了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

贫攻坚的火热战役。如今，劳模精神

在河洛大地汇聚起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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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是国家“一五”时期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也
是我省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农村贫困面宽、量大、程度
深。截至今年5月，全市有6个贫困县、399个贫困村、
19.3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如期让这
些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和贫困村全部“摘帽”，须
汇聚社会各方力量，携手攻坚。

助力脱贫攻坚义不容辞！洛阳市总工会把助力脱
贫攻坚作为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使命，作为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一召
开，洛阳市总工会就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决定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劳模，充分运用资源优势、技术优势
和社会影响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洛阳是重工业城市，也是劳模大市，走出了一批批
享誉全省、全国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河洛大工
匠”、“河洛工匠”。“劳模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只要
有平台、有保障，劳模在脱贫攻坚战中大有可为。”洛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吉振华认为，劳模
在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中当先锋、打头阵、作表率，不仅
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还能激发全市决胜脱贫攻坚的
昂扬斗志。各级工会组织要引领劳模先进凝聚合力，
在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洛阳市总工会立足脱贫攻坚重点
区域的不同特点，组织劳模先进开
展“6+1”扶贫行动（即技能扶贫、
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
贫、结对扶贫、智力扶贫和先
进集体的助力脱贫），为贫困
地区“输血造血”、扶贫扶
志，打出来了脱贫攻坚“组
合拳”。

地处豫西深山区高寒地
带的贫困村该如何脱贫？“开
发抱犊寨景区、为三川村修
路、架桥、保障生活，不让村民再
世代贫困下去。”全国劳模、栾川
县三川镇三川村党支部书记段新宽用
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投资开发
红色旅游景区抱犊寨，让 140多名村民进寨就业。
对于有困难的贫困户，他不但安排到景区免费开
店，还资助启动资金、家具设备。2018 年，段新宽
投资的抱龙湾水街商业区，有 370间店铺免费给贫
困户使用。贫困户费照激动地说：“实在是感谢段
书记，原来一年 4000元都挣不来，现在每年能挣 5
万元左右，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多亏了刘文争,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10月 11日,宜阳县董王庄乡次古洞村村民王战龙
告诉记者。他口中的刘文争就是洛阳市劳模、董王
庄乡洞子沟村农民企业家。

古洞村地处浅山丘陵区，当地盛产杏、核桃、花
椒等农产品，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农产品常常滞
销。刘文争因地制宜，引林果良种，建立电商网站，
带领贫困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下一步，刘文争准备

继续扩大经营。他说：“土地侍弄好了，
就出效益；有了效益，还能做更多好

事。”
扶贫要从“输血”转向“造

血 ”, 产 业 扶 贫 是 关 键 和 核
心。嵩县黄庄乡的农民得益
于产业扶贫，生活发生了巨
大变化。黄庄乡地处深石山
区，资源匮乏，土地瘠薄，自
然条件恶劣，是典型的“空壳”
贫困村。市劳模李建卫在当
地成立花椒种植合作社，对全

乡花椒种植农民实行免费“四
包”：包栽包活、包田间管理、包技

术指导、包产品回收，带动 200 多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生活。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洛阳市大资塑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郭松涛对有意加入公司的贫困人口，直
接安排工作岗位，先后吸纳 60 名贫困人口就业。
该公司在新安县总工会的指导下，通过建设扶贫产
业基地、村级扶贫车间等形式，直接带动 500多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保障他们月收入在 2000
元左右。

送医、送教、送岗位、送技术、送服务，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的帮扶……洛阳各级工会组织的 20多
个劳模志愿服务队，通过各种不同的志愿服务活
动，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创业、资金、就业、信息等方
面的支持。

题图：偃师市总工会组织劳模在花椒种植基地
对贫困户进行现场培训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
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洛
阳市新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迪为带动农户致富，创办
了“小康农民讲习所”。通过
数字化农业种植管理技术推
广、众包研发降低成本、搭
建连锁型农民众创平台三
大模式，辐射带动大批量农
户按照公司提供的市场需求
清单进行标准化种植，并由公
司收购全部的水果。此举不仅
保证了水果的质量，同时也解决
了销售难的问题，农户收入倍增。
吴迪几年间共建成 5万余亩的特色农
作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 100余户人进入
高档水果种植队伍，带动1500多名农民创业就业稳
定脱贫，其中不少人还盖了房子、买了车子。

“爱心超市里东西多着呢。大家凭积分来领
取，比以前白送的感觉好多了，俺回去一定继续努
力赚更多积分。”10 月 8 日，在新安县石井镇安里
村的扶贫爱心励志超市里，贫困户李大华说。

爱心超市是该县总工会在安里村开展精准扶
贫的一项扶贫措施和试点。超市物品不用钱购买，
贫困群众要通过自身努力，赚取积分，然后持积分
卡到扶贫爱心超市兑换自己所需物品。自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新安县总工
会积极争取爱心企业、慈善机构、社

会各界支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捐助爱心基金，助力爱心超
市建设。9月 30日，全县 71名
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
参与了捐款活动，捐款金额
达 4.3万余元。

市劳模、洛阳天久铝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军积极
参加各项脱贫攻坚行动，长期
资助贫困户、贫困大学生，累计

捐款捐物 10 万元。通过他的介
绍和牵线，合作伙伴瑞典宜家集团

与洛阳公益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每年定期开展捐款捐物、志愿服务活

动。
小康农民讲习所、扶贫爱心励志超市、带动合

作伙伴援助……洛阳各级工会组织积极探索扶贫
多元模式，鼓励引导更多劳模先进在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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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竭力帮助贫困群众“挪穷
窝”“换穷业”“拔穷根”。

题图：洛阳北方企业集团组织劳模在定点联系
的贫困村为村民的车辆进行义务维修

2 发挥组织优势
精心部署重落实

3 突出地域特色 打好脱贫“组合拳”

4 探索多元模式 创建帮扶新举措

5 劳模带动引领 精准帮扶显实效

洛阳市高新区工会组织企业劳模慰问贫困村儿童

洛阳市新安县扶贫爱心励志超市挂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迪（左五）带领小康农民讲习所成员在
嵩县城关镇于沟村调研

全国劳模段新宽（左一）为贫困户建新居

洛阳市嵩县总工会组织卫生系统劳模志愿服务队到贫困村义诊

•洛阳篇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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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脱贫攻坚 彰显工会组织新作为
——洛阳市总工会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纪实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优势、积极行动，广泛
组织动员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工人先锋
号、五一劳动奖状等获奖集体主动投入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经过深入调研，洛阳市总工会专门印发《洛阳
市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对2018—2020年劳模助力脱贫工作的方式
方法、任务分工、督导激励等提出具体要求，决定成立以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司志华任组长的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方案明确要求各单位
结合本系统、本地区、本单位实际，依托劳模、技能人才、
工匠创新工作室等平台，从产业拉动、项目带动、人才培
养、技能提升、创新驱动等方面找到脱贫攻坚工作切入
点、着力点和突破点，采取志愿服务、无偿援助及产业项
目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深入开展“6+1专项行动”，打造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品牌，展现工会新作为。

为层层压紧压实责任，洛阳市总工会建立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台账，强化上下联动，定期统计分析扶
贫工作重点难点，为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精细服务提
供精准数据；要求各单位定期上报脱贫攻坚成效和典
型做法，不断改进方式，强化正向激励，建立长效机
制。通过在全市深入推广劳模助力脱贫的先进经验，
激励更多劳模先进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洛阳市各县（市）区、基层单位积极行动，邀请驻村
第一书记了解精准扶贫对象致困原因、脱贫难点和存在
问题，了解梳理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劳模、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资源优势和行业特点，制订本区域、本单位
的活动实施意见和方案，成立劳模志愿服务队，积极指
导辖区劳模与贫困户共商脱贫措施，加大技能培训、就
业转移、项目扶持、贫困救助工作力度，提高帮扶实效。

洛阳市总工会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纳入年度工作考核，
对于工作特别突出的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总
工会在推荐上级荣誉时优先考虑。

一场覆盖全市范围的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如火
如荼地在河洛大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