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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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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王长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
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我们必须
闯过的硬关、必须打赢的硬仗。

在这场硬仗中，作为党联系职工群
众的桥梁纽带，工会组织如何发挥自身
优势，摸出一条扶贫的好路子？如何弘
扬劳模精神，最大程度带动群众脱贫？
这是各级工会组织都在思考和探索的
重要问题。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各级工会深入
学习贯彻党中央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
想，认真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以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
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
拼劲，积极发挥组织优势，广泛组织动
员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勇于担当
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

鹰城各地，积极参与到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之中的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
比比皆是。他们用爱心播撒希望，用行
动诠释担当，为确保平顶山市高质量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强组织 健机制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截至2017年年底，平顶山市剩余贫
困村239个，剩余未脱贫人口42405户
106777人。按照全市脱贫攻坚计划，今
年全市拟脱贫41400人，叶县要完成脱
贫摘帽目标，鲁山县计划于2019年脱贫。

对于各级工会组织而言，全力助力
脱贫攻坚，帮助城镇困难职工实现解困
脱困，积极推动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既是分内之事、也是应尽之责。

围绕学习贯彻党中央、省委、市委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精神，平顶山
市总工会专门成立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小组，制订下发了《平顶山市总工会脱
贫攻坚工作计划》《平顶山市总工会扶
贫攻坚百日会战实施方案》。为推动劳
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深入实施，专门印发《平顶山市劳模、
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并建立联系县（市、区）工会工作
制度，定期开展督查调研，推动工会系
统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有计划、有重点、
扎实深入开展。与此同时，各县（市、
区）也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
案，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配合各地党委
政府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在具体行动中，平顶山市总工会因
势利导，深入开展“6+1”专项行动，充
分发挥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工人先锋
号等先进个人和集体，在知识、技能、信
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着力打造劳模
扶贫先进典型和优秀品牌。

为激励更多劳模先进参与到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中，平顶山市总工会积极
建立激励机制，注重在助力脱贫攻坚中
选树和培养先进典型。在各级劳模和
五一劳动奖的评选表彰中，不断加大脱
贫攻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个人和集体
的表彰力度。在今年的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表彰大会上，全市有 13名脱
贫攻坚成绩突出的同志和11名驻村第
一书记被命名为“平顶山市劳动模范”，
受到市委、市政府嘉奖。据统计，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以来，全市有 36名个人
获得各级五一劳动奖章，23家单位获
得五一劳动奖状。

送技术 送岗位
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提高
贫困户自身“造血”功能，平顶山市总工
会组织农业、林业、畜牧业等行业方面
的技术专家型劳模先进人物，积极开展
特色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和技术
交流活动，努力使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
长，增强自身脱困能力。

全国劳模张玮利用自己的专业，免费
组织贫困地区农民子弟学习焊接技术。

省劳模、河南天成鸽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明军以“养鸽富民”为宗旨，采取

“龙头企业+基地+协会+贫困户”的扶
贫模式，通过举办肉鸽养殖技术培训班
和电商培训班，提供免费学习和技术支
持。吸纳贫困户优先务工，辐射带动全
国 5600余家养鸽户（场），帮助更多贫
困户走上致富之路。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关付学担
任第一书记后，利用自身养殖技术，给
村民提供技术帮扶，让村民不出村就提
高收入。他还在郑州、平顶山两地发展
撒欢猪包子连锁店 30多家，大大解决
了贫困村民就业问题。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舞钢市林
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万少侠，被推荐
为平顶山市科技特派员，先后到多地贫
困村开展科技扶贫，免费发放林业书籍
1350 册，举办培训班 26期，培训贫困
户178户、林农 1830多人次，帮助解决
贫困户、林农栽培林果技术和病虫害防
治等疑难问题。

市劳模、郏县华丰农业公司总经理
王占岭，将 16名贫困户请到企业进行
培训，并安排就业。年人均工资10000余
元，基本保证他们2018年能顺利脱贫。

汝州市总工会组织农业劳模专家，
对 52名种植大户和 210余名贫困群众
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帮助解决技术难
题，提升种植和养殖技术水平。

“精准对接劳模先进人物的扶贫优
势与贫困户的脱困诉求，筑起帮扶桥
梁，织就扶贫纽带，让劳模建功脱贫有
平台，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有帮手。只

有精准对接两大主体，才能让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让贫困
群众更有获得感。”平顶山市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建产业 立项目
走活产业扶贫一盘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
点，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平顶
山市总工会积极动员和支持劳模先进
人物结合实际，在当地立项投资办企
业，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签订到户
增收分红协议，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

市劳模、叶县龙泉乡草厂村党支部
书记李运山，带领大家投资 8000多万
元，流转土地3000亩，兴办叶县无公害
食用菌生产基地，周边 2500多名村民
实现了就近就业。

市劳模杨景舒创办景舒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与所在村 30户贫困群众签
订了入股协议和养殖协议，并以入股分
红的方式帮扶 62户贫困户，每户年增
收4000元。

各地不断涌现的“就业扶贫车间”、
扶贫基地，是平顶山各级企业家劳模勇
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标识”，不仅能够吸
纳贫困劳动力就业，也让更多困难群众
走上致富之路。

市劳模、叶县龚店镇边庄村党支
部书记边跃学，回乡创办河南跃龙牧
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产业，
并把公司作为扶贫基地，除了贫困户
优先用工外，还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以

低价或者免费提供仔猪等方式，辐射
带动周边农村发展规模养殖。边跃学
还建设了边庄冷库，通过出租冷库等
方式，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0余
万元。

市劳模、宝丰县源泉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亚辉，先后建立返乡农民
工示范基地、残疾人扶贫基地以及中和
寨产业扶贫基地，以现代化果蔬大棚种
植项目推广为主，解决了 42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市劳模、鲁山县聚鑫蝎子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聚京，新建3个到户增收
项目扶贫车间开展蝎子大棚养殖，同时
吸纳贫困群众到基地务工，月工资在
2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各级五一劳动奖状获得
单位、工人先锋号等先进集体也不甘落
后。他们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和团队作
用，以密集的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等
对脱贫攻坚产生强势拉动。

平顶山供电公司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
该公司投资 7273.4 万元对 126个深度
贫困村实施电网改造，此项工作已纳入
平顶山市脱贫“百日攻坚提升行动”方
案，现已全部竣工投产。公司还安排中
央预算资金 5222.17万元，建设农网工
程98项，助力叶县、鲁山两个贫困县脱
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先后投资758.13
万元，安排 3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配套电源项目，为贫困地区群众搬得
出、住得稳、能发展、可致富提供坚强的
电力支持。

做公益 献爱心
脱贫路上为贫困户解忧

积极探索扶贫路径、创新扶贫手
段……通过各级工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在平顶山各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
体化的工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

——开展劳模智力扶贫行动。成
立劳模和先进人物帮扶脱贫志愿服务
队，对贫困家庭进行智力扶贫，全国劳
模张朝岑发起成立“鲁山早八点”QQ
群，帮助贫困学生解决上学难问题。
据统计，自 2000 年以来，张朝岑共募
集资金 300 余万元，资助 800 名贫困
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同时，张朝
岑还先后协调资金 75 万元为鲁山县
张良镇辛庄村小学建设了电子化教室
和宿舍楼。

——积极开展劳模结对扶贫行
动。鼓励劳模先进人物积极投身扶贫
一线，通过结对帮扶，开展政策宣传，制
定帮扶规划，因户施策、精准扶贫。市
劳模、平煤神马集团八矿关会卿任驻村
第一书记期间，积极协调政府、社会和
所在单位为对口帮扶村送文化演出、送
机动农用车辆，改善村设施等，投入资
金达560万元。

——开展公益扶贫行动。平顶山
市各级工会积极号召各级劳模、五一
劳动奖获得者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郏县总工会组织动员劳模先进人
物开展爱心捐助仪式，大力推进社会
扶贫工作。省级劳模、天瑞集团董事
长李留法把支持贫困人群脱困，投身
公益事业作为企业应尽责任，先后开
展“公益尧山·生活因温暖而美好”“旅
游扶贫，尧山在行动”等活动帮助贫困
群众。由工会牵头的爱心超市建设成
效更为显著，截至目前，各县（市、区）
在 69个乡镇、16个街道办事处已建成
爱心超市和爱心服务点 331 个，在建
11 个，共接受社会捐款 895.53 万元，
帮扶困难群众 42921 人次，受到市委
和省总工会的充分肯定。

“各级工会组织除了要积极引导动
员广大劳模群体在脱贫攻坚中当先锋、
打头阵、作表率，还要团结组织广大职
工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贡献工人阶
级的智慧和力量。”平顶山市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必将帮助更多贫困群众拓展致富路径、
提高生活质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
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发挥劳模带动效应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平顶山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在黄淮平原上有一个乡村——叶
县田庄乡半坡常村。王福生就生长在
这里。

今年 42 岁的王福生是土生土长
的半坡常村人。多年前，以种地为生
的他，虽然能满足温饱，但日子依然过
得紧巴巴。2009年，在农民自愿的基
础上，王福生发起成立了叶县福旺蔬
菜种植合作社，日子才渐渐有了改变。

随着技术经验的积累，王福生成
功种植出了黑圣女果、五彩椒、紫茄、
水果黄瓜等十多种特色蔬菜和反季蔬
果，并注册“兴叶”牌商标，成了远近闻
名的“蔬菜大王”。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数。
靠种植大棚蔬菜富起来的王福生看着
身边很多还不富裕的乡亲，心里很着
急，一心想着让他们一起搞种植，一起
富起来。

王福生鼓励大家向土地要效益、
向科技要效益。对加入专业合作社的
村民，他免费传授蔬菜种植技术，对销
路有问题的主动帮助找销路。经过示
范带动，周边武楼、英李、余庄、张林
庄、黄营等十多个村的村民加入他的
合作社，带动田庄乡发展现代农业1万
亩以上，蔬菜、林果种植户 1000 多
户。入社农民人均年收入上万元。

“我在福生这儿干的都是轻活儿，

虽然上了年纪，摘个黄瓜、番茄还是没
问题的。”半坡常村村民武桂云说。武
桂云今年已经 70岁，老伴儿李法治患
有脑溢血，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生活
十分困难。王福生得知情况后，便把
武桂云、李法治老两口都吸纳进合作
社。武桂云可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儿，每年 3500元，李法治则不用劳动，
每年固定享受1200元。

如今，王福生的蔬菜、林果基地已
经成为县产业扶贫基地，直接带动贫
困户就业 27人，人均月工资收入达到
1200元。王福生也先后被评为“全国
农业劳动模范”“河南省劳动模范”“鹰
城最具创新力人物”等。

金秋十月，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
乡石峡沟村的林丰庄园里林果飘香，
游人如织。在园里打理果树的贫困户
陈政说：“18年前，这里可是一眼望不
到边的片麻岩丘陵，白沙外露。没人
能想到，自从王玉苹上了山，短短几
年，石峡沟变了模样。”

18年前，王玉苹回到家乡，看到家
乡的荒山野岭还是旧模样，她立志要
大规模改造这层层叠叠的荒山。

2000 年冬天，石峡沟沸腾了，村
里的劳动力上了山，外地民工也闻讯
赶来。2000多人吃住在山上，拉土填
坑、碎石铺路、刨坑栽树……经过 3个
多月的奋力苦战，3400亩荒山得到全
面治理。

“绿了荒山头，小康生活不用愁。”
王玉苹经常这样说。她用了 18 年的
时间，开荒山、种果树、建庄园、发展养
殖业和林下经济，使 5140亩荒山变成
花果山。如今的林丰庄园已经是 3A
旅游景区。

随着庄园的发展，她考虑更多的
是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为此，她
创办了农民技术学校，给农民讲解专
业知识，免费培训农民3万多人次。带
动 240 余户群众开发荒山，种植果树
123万余亩，让农村留守人员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

近年来，庄园的生产经营吸纳了
周边大量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2017
年，林丰庄园带贫 11 户，户均增收
5000元。今年有 21名贫困人员在庄
园务工，预计人均增收 6000 元。仅
2017年，林丰庄园就投入旅游扶贫帮
扶资金 50余万元，其中发放固定和临
时性用工工资 20余万元，帮扶贫困户
基础设施投入29万余元。

石峡沟村贫困户张科年近六旬，
是个单身汉。他在林丰庄园打工多
年，吃住在庄园，每月工资 1600 多
元。“玉苹好心肠，包吃住，还教俺学技
术。只要俺要好好干，今年准能脱贫
摘帽！”张科信心满满。

“非常感谢关书记，不仅把我安排
到农场上班，还把我闺女送去上学。
俺一定努力，争取早日脱贫。”许昌市
襄城县汾陈乡朱堂村村民沈坤良每每
提及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平煤股
份十三矿党员关付学都充满感激。

去年 11月，关付学被中国平煤神
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派到朱堂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为尽快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他多方筹资 150万元，在村里创办
了生态养殖农场，每年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 10万元。村里的 14户贫困户到
养殖场工作，有了稳定收入。

像关付学这样发挥劳模优势助力
脱贫攻坚的典型，在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还有很多。多年来，该集团积极履
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先后投入1亿
多元资金、物品，选派 200多名劳模先
进等驻村，帮扶 50个贫困村、6000多
人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帮扶过程中，集团结合实际确
定了“干部驻村任职、单位结对帮扶”
的扶贫思路，将 38个定点扶贫村分配
给八矿、帘子布公司等 38 个基层单
位，实现“一对一”精准帮扶。三年多
来，集团驻村劳模们大力兴办产业扶
贫基地，建设集体经济项目，走出了一
条“劳模协建产业基地，基地带动群众

脱贫”的产业扶贫新模式。目前，已建
成产业基地 22个，养殖业、种植业、旅
游业合作社 16个，为平顶山市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提供了产业支撑。

为了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集团劳模们坚持扶贫与扶智、扶
志相结合，在思想、文化、医疗、教育、就
业等方面大力帮扶。每年春节，集团领
导会带队到贫困村看望困难党员和困难
村民，已累计为1000余名贫困群众发放
60多万元慰问金、慰问品；开展“金秋爱
心助学”活动，三年拿出2.7万元资助叶
县柴巴村5名贫困学子上大学；到贫困
村开展健康扶贫义诊，仅 2017年就有
4200多名村民得到了医疗帮扶。

省劳模、“蔬菜大王”王福生

大棚里种出“富民果”
平顶山市劳模、鲁山县林丰庄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苹

绿了荒山 富了乡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放大劳模效应 助力脱贫攻坚

平顶山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到鲁山县张官营镇洪营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平顶山市总工会召开劳模、五一劳动奖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