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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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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开展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濮阳市总工会
注重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
鼓励引导广大贫困群众变“要我干”为“我
要干”，破解“贫在精神，困在意志”的难题。

65岁的赵电普是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
东村的贫困户，也是该村联富果蔬现代农业
园区的一名清洁工。现在生活乐呵呵的他，
以前却过得一团糟。“遭了灾，咋都提不起劲
儿，幸好有赵支书鼓励俺，告诉俺‘贫穷不可
怕，劳动最光荣’。”赵电普口中的“赵支书”，
是濮阳市劳模、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占秒。

几年前，赵电普的儿子车祸遇难后，赵
占秒帮他种西红柿大棚渡过难关；生活刚
稳定，赵电普又因遭遇疾病而心灰意冷、自
暴自弃。赵占秒始终没有放弃他。“种不成
地，还能用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园区公益
岗活轻，也能干。支书给俺安排得这么好，
俺可不能拉后腿。”赵电普说。

“人穷不能志短，只要打开群众思想的
结，帮他们脱贫就不难。”赵占秒告诉记
者。带着“有困难找我赵占秒”的承诺，老
赵说到做到。几年来，有 30 多户信心不
足，想致富又怕赔的贫困户入园务工或建
大棚搞种植，走上了脱贫之路。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南乐，县总工会
还成立了三支“精神扶贫”劳模帮扶服务

队，经常深入乡村企业、田间地头，送技术、
送健康、送知识进行扶智。截至目前，他们
已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医疗服务、结对助教
19场次，惠及贫困群众达1600余人。

“只要贫困户有就业意向，公司就会在
招工条件、工作时间、工资等各方面开‘绿
灯’。”市劳动模范、濮阳县长城特种润滑脂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刚成说，“幸福靠双手奋
斗，这是我的经历，也是我想分享给贫困户
的精神。”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公司不
设下限入股金额，不限股东年龄，以借款给
贫困村民入股、多次增资扩股等方式，让更
多村民享受到经济红利。今年，公司带动
贫困户就业20多人。

在帮扶贫困户上，长城公司也有一套
独特的“章程”：有强烈脱贫愿望的贫困户，
尽量安排到公司或驻外办工作，优先脱贫；
因残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公司定期不定期
进行力所能及地资金补助。对于有劳动能
力但好逸恶劳的，公司相关领导要对其进
行耐心教育和引导，用本地的人和事做正
面或反面教材，激发他自力更生，勤奋努
力，自我脱贫。

濮阳县海通乡团堽村村民党金兰，家
有病人、生活贫困。为了照顾她，李刚成不
仅解决了她入股的愿望，还在公司安排相
应工作。曾经长期自卑的党金兰对记者

说：“现在穷不丢人，不努力脱贫才丢人。
咱要好好干、多挣钱，早点脱贫！”

先进群体打头阵，劳模精神鼓人心，劳
模越来越成为濮阳市脱贫攻坚的一把“利
器”。各个领域的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
获得者，不仅将“劳模带动”转化为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的行动，更让“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精气神深植贫困群众心中。

改革春风劲吹龙乡，脱贫攻坚潮涌中原。
濮阳市总工会深入推进劳模助力脱贫

攻坚行动向纵深发展的做法也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充分肯定。12月 4日，濮阳市委
书记宋殿宇专门作出批示：“组织开展劳动
模范等先进群体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是市
总工会立足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主动担当的务实之举，成效显著，值得
肯定和倡导。希望全市各级劳模先进群体
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为我市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推动濮阳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管永国表示，下一步，濮阳市总工会将
继续发挥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在
项目带动、产业拉动、人才培养、创新驱动
能力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劳模、工匠技能
扶贫行动等“6+1”专项行动，助力濮阳市
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共同答好新时
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首份重量级答卷。

让劳模力量奔涌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濮阳市总工会积极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纪实

当前，我省 7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三山一滩”地
区。有三个县位于黄河滩区的濮阳市，是名副其实的脱贫
攻坚主战场。截至目前，濮阳市还有国家级贫困县2个、省
级贫困县 1个，贫困村 341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42771户，
12.58万贫困人口。

针对这种实际，濮阳市总工会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投身脱贫攻坚大潮。“劳动模范是
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人民的
楷模。积极行动起来，助力脱贫攻坚，劳模群体和各级工会
既义不容辞，又当仁不让。”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管永国说。

——强化党的建设，不断提升站位扛牢责任。
脱贫攻坚，党的领导是根本。今年 6月份以来，在深

入一线调研摸排，准确掌握贫困群众和先进集体信息的
基础上，濮阳市总工会多次召开党组会研究部署“6+1”
助力脱贫攻坚专项行动，成立了由市总工会主席为组长，
市总其他领导为副组长，机关各部室、产业工会、直属单
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各县（区）总工会均成
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为推进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提供
了组织保障。

同时，结合濮阳市贫困县脱贫时间节点和脱贫攻坚任
务，立足劳模群体的行业分布、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市总
工会制定并下发《濮阳市总工会关于劳模、濮阳工匠、五一
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的行动计划》等文件，并敦促各
县（区）也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推动了该项行
动的有序展开。

为营造浓厚的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氛围，濮阳市各
级工会组织还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平台等，发布新
闻稿件 60余篇。通过深入宣传、广泛动员，目前该市各级
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工人先锋号等先进群体热
情高涨、积极踊跃，除个别同志受身体原因限制外，均参加
了这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彰显了新时代濮阳劳模的力量
与担当。

——坚持精准方略，持续加大定点帮扶力度。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濮阳市总工会认真落实省委、市

委安排部署，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工会
系统定点扶贫村 15个，建档贫困户 263户；驻村第一书记
10人，驻村工作队员 50人。针对帮扶对象主要因病、因残
或缺技术、缺资金致贫的实际，濮阳市总工会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帮助贫困群众早日
摆脱贫困。

截至目前，濮阳市总工会及县（区）总工会对定点扶贫
村投入扶贫资金 209万余元，协调扶贫资金 2334万余元，
修建文化广场 15个、扶贫超市 12个；修路约 24420米、修
桥 6座、打井 86眼；新建卫生室 10个、幸福院 8座、扶贫就
业基地10个，有力地改变了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局
面。同时，还利用工会优势，开展了贫困户技能培训、春节
送温暖及助学活动，每年春节对工会帮扶村的 263户贫困
户进行慰问，资助困难学生1386人次。

濮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市总工会又协调
资金 760万元，用于帮扶村内道路修建、文化场地硬化、贫
困户技能培训等项目。下一步，市总工会将开展多个灵活
多样、紧贴贫困户实际的助推行动，打造一批成效显著、立
得住、叫得响的就业扶贫车间、扶贫产业基地、扶贫项目，让
更多贫困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第一要务，而劳
模群体开办的企业普遍实力雄厚、覆盖面
广、带动能力强，具有一家企业带动一方产
业，带富一方群众的实力。今年以来，濮阳
市总工会根据劳模企业性质和生产经营情
况，精准对接贫困群众所需，积极助力脱贫
攻坚，亮点频现。

在台前县侯庙镇一带的群众中，流传这
样一句话：“台前有个村主任，一人带富上千
人”。这个村主任，指的就是省劳模、侯庙镇
东碱厂村委会主任王书怀。

2003年，王书怀投资创办了绿源畜牧实
业有限公司，采取走“公司+农户”的产业化发
展路子，大力发展奶牛养殖业，并依托当地冷
配肉牛产业集散地优势，带动了400余户肉奶
牛养殖户增收。2008年开始，他又投资建设

沼气项目，免费为本村小学300多名师生供
暖、供电；免费供应周边村1200多户群众照
明、取暖、做饭用气，5000多人从中受益。

为拉长公司产业链条，2015年，王书怀
结合当地实际，采取“牛—沼—菌”循环发展
模式，逐步建成了肉奶牛养殖与双孢菇、金
银花种植相结合的生态农业园区，发展双孢
菇种植项目，利用牛粪种植双孢菇。目前，
这个园区种植面积达5万平方米，带动周边
贫困群众 239 户，增加农户收入 300 余万
元。下一步，老王的打算是拉长产业链，让
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同是以食用菌助力脱贫攻坚，清丰县有
位劳模也不遑多让。2015年，濮阳市劳模、
龙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姬利强，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新模式，打

造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基地，建设食用菌大
棚 706座，共计 600余亩，通过提供直接就
业、菌包托管经营、承包种植、土地流转等方
式，带动新建 100 亩以上食用菌生产基地
19个、面积200万平方米，带动1600余户贫
困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今年，我们在马庄桥、韩村乡、大屯乡
等多个乡镇的食用菌基地每周开展一期技
术培训志愿服务，为贫困户传授食用菌技
术，帮他们解决难题，目前已开展64期。”姬
利强告诉记者。

范县的市劳模许超是个“养殖专家”。
2017 年，他在龙王庄镇西屯村投资 100多
万元建设高效集约式水产养殖基地 30亩，
吸纳 54户贫困户入股，并为无入股资金的
贫困户垫资，每户每年可分红1200元以上；

市劳模田志新在濮阳县创办的汇源羊业有
限公司，以基地为依托，吸纳贫困户入股，全
程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和服务，目前已带贫
2090户，在全市首屈一指；在南乐，市劳模
范李靖秉承“办一家企业、养一厂员工、活一
村经济、富一方群众”的理念，毅然回乡创
业，投资建设的濮阳市向阳服饰有限公司目
前生产能力为豫北最大，先后带动周边村庄
的5000多人走上了致富之路……

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
跟着市场走。依托优势产业、发挥企业优势，
在濮阳市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各级劳模先进越
来越成为一支中坚力量。他们通过“企业+贫
困户”“企业+基地+贫困户”“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等扶贫模式，不但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也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人就业，就
能全家脱贫。促进就业，是帮助群众脱贫、
稳固脱贫成果的最佳途径。在劳模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中，濮阳市总工会围绕就业扶
贫，实招迭出。

——挖掘劳模企业“内需”，安排贫困群
众就业。

在濮阳县，濮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秋生，在
老家习城乡高标准建设 5处精准助力脱贫
车间，在公司设立贫困户公益岗，安排建档
立卡贫困户 90余人就业，人均年收入 3万
元以上；

在范县杨集乡民义村，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刘西胜创办长鑫种养殖公司，建了占

地 117亩的食用菌扶贫就业基地。刘西胜
告诉记者，全部投产后人均年增收 8000余
元，可带动贫困户200余户脱贫致富；

在“扶贫车间”遍地开花的台前，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夹河乡卢庄村党支部书记
赵忠雨，建成扶贫就业基地 1处，引进服装
加工厂项目，带动周边 80余名贫困人口就
业，年人均增收 1.8 万元。群众高兴地说：

“不出门就能挣到钱，干活顾家两不误，实在
是太好了。”

——发挥劳模团队优势，提升贫困群众
技能。

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工人先锋号、
劳模工匠高科技人才工作室等先进集体，

“高人云集”、团队强大。在助力脱贫攻坚工

作中，濮阳市总工会充分发挥这些先进集体
的团队优势，以密集资金、技术、项目、信息
等对脱贫攻坚行动进行强势拉动。

依托服务类劳模工匠团队，吸纳贫困
人口就业、传授技能、帮助创业，如尹庆恩
大工匠工作室、张国强濮阳工匠美发工作
室等；借力工业技术类劳模工匠团队，成立
不同技术类型的专业工作队，对口指导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基地技能提升、科技创新、
疑难问题会诊，如高建军大工匠工作室、卢
建强大工匠工作室等；促使农业技术类劳
模工匠团队阵地前移，深入贫困村和贫困
户传授种植、养殖技能，通过技术指导、协
助规模养殖种植，助力贫困人口在家门口
实现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濮阳市总工会创新机制，专
门打造了劳模志愿服务队和工匠志愿服务
队。其中，劳模志愿服务队按照“6+1”助力
脱贫攻坚要求，今年开展义诊、送科技到贫
困村、助学活动26次；工匠志愿服务队主要
在技术扶贫上做文章。目前已开展送科技
到贫困村活动221次，开展培训与指导活动
240次。

此外，濮阳市总工会还积极与市内外企
业对接，为贫困群众外出就业提供帮助。今
年年初，该市在范县文体馆成功举办了转移
就业创业春风行动招聘会，邀请了产业集聚
区、青岛海信、武汉格力、江苏三星、濮阳深
港国际、范县电子商务、58同城等企业发布
国内外就业岗位3000余个。

活力濮阳，汇聚中原出彩新力量；千年龙

乡，决战脱贫攻坚主战场。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是当前我省的

第一民生工程和首要政治任务。濮阳市委市

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把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为锤炼“四个意识”的大熔炉，

转变干部作风的突破口，检验干部能力的新

标杆，促进发展的好机遇，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的平台和载体。

今年以来，濮阳市总工会积极响应中央、

省委和濮阳市委号召，认真贯彻落实省总工会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工作部署，迅速启动、

强力推进。各县（区）、各产业和基层工会真抓

实干、开拓进取，各级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

获得者踊跃参与，劳模力量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奔涌澎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濮阳市共有 1896名劳模、工

匠、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参与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建立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基地27个，产业扶

贫项目62个，扶贫车间198个，惠及300余个

贫困村、1200余户贫困户，结对帮扶1630人。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张俊达 梁振英

突出党建引领
定点扶贫成效足

发挥劳模优势，产业扶贫亮点多B

A

塑造劳模品牌，就业扶贫实招硬C

弘扬劳模精神，扶贫扶志气象新D

李刚成鼓励贫困户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

濮阳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坚现场会 濮阳市劳模王进学现场指导平菇生长状况

王运杰为贫困户讲解如何进行双孢菇一次发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