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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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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精神在脱贫攻坚主战场闪光
——商丘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刘会民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重
大政治任务也是第一民生工程。

劳模是最美的劳动者，是时代的领
跑者，各级劳模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充
分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技能精湛等
优势，成为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一位劳模就是一面旗帜。商丘市
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省总工会关于劳
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行
动部署，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进一
步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特别是劳模、五一
劳动奖获得者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用
劳模精神凝聚脱贫攻坚力量，在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精心培育劳模扶贫品牌。
截至目前，全市参与行动的劳模达1132
人，确定帮扶项目383个，已开始实施项
目258个，覆盖困难群众11580人。

提升政治站位勇担当

脱贫攻坚，是商丘大地最深的牵
挂、最大的担当。按照中央、省委的要
求，商丘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到2018
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脱贫，6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到2019年，实现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面向全市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是坚决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军令状”。

在脱贫这场硬仗中，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资
源，探索出一条扶贫好路子，最大程度
带动群众脱贫？

按照省总工会要求，商丘市总工会
将工会组织助力脱贫的着力点对准了
劳模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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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战中就可以大有作为。”商丘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刘沛认
为，各级劳模在脱贫攻坚中主动作为，
当好排头兵、勇做领头雁，必定能够激
发全市脱贫攻坚的昂扬斗志，凝聚起脱
贫奔小康的磅礴力量。

一场覆盖全市的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为推动活动的全面开展，商丘市总
工会成立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订下
发了实施方案。2018年 6月 8日，商丘
市召开了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实施暨劳模工匠宣传推进会。各县（市
区）、各单位积极行动，迅速成立领导
组，制订实施方案，召开座谈会、动员会
26场次，迅速将上级工会有关精神传
达至基层和广大劳模群体中。市总工
会建立了月报和定期通报制度，及时对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为确保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有
的放矢、精准到位，商丘市总工会把走

访调研、摸清底数作为开展劳模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首要工作。市总工会积极
与市扶贫办对接，摸清全市困难县、困
难村、困难户及涉及人数。各县（市
区）、市直企事业单位工会采取召开座
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各级劳
模自身优势、技术特长进行调查摸底；
根据每位劳模自身优势和贫困户实际，
量身打造帮扶项目，选择有效途径，为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搭建平台。

“劳模力量”成为“扶贫先锋”

全国劳模、河南省科迪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青海依
托科迪集团奶牛养殖优势，采用“公
司+农户”奶牛扶贫模式带动 1600 人
稳定脱贫；

省劳模、河南北科种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梁圣尊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发展贫困户入社社员256户；

省劳模、河南省惠民禽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立向贫困户推广家禽养殖，免
费为全县农户发放鸡苗、鸭苗；

……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商丘市总工会着力打造劳模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动员劳模先进人物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战略，探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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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医
疗服务……由1132名各级劳模组成的
扶贫队伍，将劳模精神从点到面融入商
丘市脱贫攻坚工作中。

技能培训增强“造血”能力。商丘
市总工会组织动员有一定经济能力、有
一技之长、有创新创业实体的劳模成立
劳模志愿服务队，深入贫困村、贫困户，
输送实用技术，开展技能培训，努力使
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其自我发
展能力。目前，全市共有专业服务团队
19 支，开展活动 242 场次，服务群众
37864人次。

发挥优势拓宽就业门路。通过劳
模办企业、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等形
式，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拓宽了
贫困群众转移就业门路，形成了“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的工作局面。在夏邑
县，市劳模、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职工何铁领回乡创业，带动村
里贫困户 6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
月收入 2000元以上；柘城县交通运输
局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党组书
记、局长王志祥的带领下，设立爱路护
林岗位1583个，安置 1583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帮助贫困户稳步脱贫。

技术指导精准解决难题。帮助贫
困村、贫困户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举办技术讲座等。市劳模、柘城县农业
技术管理站科员李作明参加全县精准
扶贫农业技术培训班、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人农业技术培训等 50余场次，培训
人员5000余人（次）。目前全市各级劳
模共开展技术培训 131 场次，参加劳
模85人，培训贫困人员 5676人次。

医疗服务暖心扶志。除工会组织
的劳模志愿服务队外，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宋静、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韩雪迎、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玉玲
等来自医疗系统的劳模自发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的关爱贫困群众志愿服务，组
织医疗队到村免费为群众义诊，助力打
赢健康脱贫攻坚战。

结对帮扶精准施策。商丘市总工
会指导各级劳模先进人物及五一劳动
奖状获得单位与贫困户制定帮扶规划，
让劳模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
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帮助更多贫困家庭
脱贫。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国电
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积极与民权县孙六
镇任庄村对接，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
转移就业、现场帮扶等方式，使贫困户
由原来的46户 155人减少至 2户 6人，
脱贫率完成 96%。市五一劳动奖状获
得单位河南厚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百企帮百村助力脱贫工作。

唱响劳模赞歌 凝聚发展合力

在脱贫攻坚一线，商丘市广大劳模
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以劳模助力脱贫攻坚“6+1”专项行
动打出的“组合拳”，为商丘市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了劳模应有的贡献。

为进一步唱响劳模赞歌，凝聚发展
合力，商丘市总工会突出重点，注重发
掘驻村第一书记中劳模先进人物的典
型事迹，及时总结、大力宣传他们的感
人故事和先进经验，涌现出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市职业技术学院驻睢县尚
屯镇韩庄村第一书记王化喆，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商丘市住建局何晓晨，
永城市劳模、永城市公安局驻黄口镇曹
楼村第一书记姜清芳等一批典型代
表。通过加大宣传、改进服务，注重在
助力脱贫攻坚中选树和培养先进典型，
坚持把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实效作为推
荐上一级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荣誉
的重要条件等措施，商丘市各级劳模先
进投身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也带动了更
多社会力量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劳模助力精准扶贫，是弘扬劳模
精神、提升工会工作的载体和平台。下
一步，商丘市总工会将坚持工作重心、
资源配置、组织力量向劳模扶贫工作倾
斜，更加注重发挥劳模先进人物的引领
示范作用，推动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向纵深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好工会
作用。”商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建坤说。

电力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和保
障。面对扶贫攻坚
这个艰巨任务，景
胜带领公司职工全
面摸清贫困县电网
薄弱情况，科学制
定电网改造升级规
划，做到“一县一报
告、一乡一清册、一村一方案”。

“十三五”期间，商丘公司计划投入52亿元，大力加强
贫困县、贫困村电网建设。其中，2016年至 2017年共投
资 26.85亿元，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4座、110千伏变
电站 18座、35千伏变电站 22座，新建、改造 10千伏配电
台区8546个，有效保障了贫困县的用电需求和产业发展。

景胜认为，扶贫不能仅靠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大力发
挥产业优势。为此，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全速推进光伏扶
贫项目并网发电，投入 3600万元完成全市 907个村级扶
贫光伏电站并网，在全省率先完成光伏扶贫电费双倍电
量的抄录发行，累计结算电费 5942.97万元，购电量抄录
率、购电费双倍发行率均为100%。

在景胜的带领下，国网商丘供电公司扶贫工作高
效推进，各项扶贫措施惠及 26.18 万贫困户，脱贫人数
达 44.1 万，为贫困村早日实现脱贫目标提供坚强的电
力保障。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商丘供电公司总经理景胜

让更多村民用上“小康电”

在 商 丘 市 劳
动模范、宁陵县民
族医院院长陈秀
玲眼中，劳模既是
一份荣誉，也是一
种责任和鞭策，更
加坚定了她投身
脱贫攻坚的决心。

为 了 减 轻 贫
困群众的就医负担，宁陵县民族医院承担了全县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免费体检工作。工作之余，陈秀玲还经常
带着医护团队，到贫困户家庭免费为他们体检、送药。

在生活中，一旦听说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陈秀玲
都会伸手帮一把。得知赵村乡翟庄的翟梅花因父亲患病
无力支付大学学费，陈秀玲二话没说，拿上2500元钱送到
她手中，并像妈妈一样陪着她办好了一切入学手续。如
今，翟梅花已经上大三了，陈秀玲每年都会如期把学费汇
到她的卡上。

还有县高中的贫困学生张天微，刚考入大学的郭子
晴，父亲病重、母亲离家出走的王香蒲……多年来,陈秀
玲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帮助了多少人，捐赠了多少钱。陈
秀玲还为这些家庭的成员免费体检和减免医药费，逢年
过节也常去看望。

陈秀玲说，她救助贫困群众不求锦上添花，只愿雪中
送炭。她会一直坚持下去，不遗余力帮助更多人。

市劳模、宁陵县民族医院院长陈秀玲

为贫困群众雪中送炭

他因家庭贫困
而外出打工，致富
后返乡创业回报乡
里；他全票当选村
支部书记，把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当
做自己的责任。他
就是商丘市劳模、
睢阳区郭村镇高庄
村党支部书记高星。

2000年，高星回到老家高庄村尝试养猪事业，建起了
半自动化供料供水的猪舍。在他的带动下，高庄村六成
群众建起了小型养殖场，大部分村民发了“养猪财”。

2005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高星把经营企业和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帮助村民脱贫
致富结合起来，修路、建学校、建文化大院……在他的带
领下，村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为了带领更多群众
脱贫致富，高星结合自身企业优势，采取“政府引导、企
业托管、银行支持、保险兜底、贫困户受益”的生猪养殖
产业扶贫新模式。郭村镇全镇 225户贫困户全部加入其
中，每户每年都能拿到 2000多元的参股分红和扶贫车间
租赁分红。

谈起未来的发展，高星充满信心：“我们通过招商引
资，引来了中国 500 强正邦集团，将来还要在全市兴建
100个万头生猪养殖小区，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市劳模、睢阳区郭村镇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星

为了让更多农民脱贫致富

一排排红花槐
迎风挺立，一座座
农家院修葺一新。

“这多亏了第一书
记魏新力。”提起魏
新力，村民们称赞
不已。

2017 年 5 月，
商丘市睢县城管局
办公室主任魏新力被组织选派到睢县蓼堤镇罗阳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入村第一周，魏新力走遍了村庄的角角
落落，并把全村208户贫困户每一户应当享受政策逐项对
照落实。

以村内环境卫生整治为突破口，魏新力先后组织开
展大规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6次、清理街道22条、坑塘河
流16处、修通泥土道路6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带领村民发展产业，魏新力研究出招大引强、招先
引新“双招双引”的办法，最终引进成立龙王店鞋业有限
公司。目前，该企业年产值已超过6000万元，解决村贫困
户就业52人，年人均增收2万多元。

如今，村里发展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聚鑫手工编织
厂吸纳 15户贫困户编织“中国结”，年均增收 6000多元；
种植合作社带动群众种植辣椒等经济作物580多亩，解决
100多人贫困户的就业……罗阳村已两次成功争创睢县
产业发展“红旗村”。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睢县城管局办公室主任魏新力

甘做贫困群众的“及时雨”
一身警服不离

身，说起话来快人
快语，做起事来有
板 有 眼 …… 这 是
永城市劳模、商丘
市 公 安 局 驻 黄 口
镇曹楼村“第一书
记”姜清芳给人的
第一印象。

2014年 6月，姜清芳被派到曹楼村。驻村伊始，姜清
芳就根据各户实际和需求，制定了一户一策、一户多策的
帮扶措施。

为帮助贫困群众提高“造血”能力，姜清芳结合曹
楼村蔬菜、中药材种植和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建设
了一批生态好、效益高、质量优、品牌强的特色农产品
生产基地。同时，他还引导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联
户经营、劳务就业等方式增加收入，制定了种养大户
与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利益联结机制，走出一条资金跟
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的产业
扶贫新路子。

4 年来，曹楼村从没有一条水泥路到如今的“村村
通”，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熙熙攘攘；一条 1500米长的绿化
亮化带扮靓村庄；客运班车、广播电视、宽带、饮用水全部
覆盖；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均达标。“群众所需要的，就
是我要做的。”姜清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永城市劳模、市公安局驻黄口镇曹楼村第一书记姜清芳

群众需要的，就是我要做的
农村要进步，

关 键 在 支 部 。
2017年初，作为商
丘职业技术学院
派驻睢县尚屯镇
韩庄村的第一书
记，王化喆来到了
韩庄村。从落实
村干部坐班值班、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等制度，到落实“三会一课”、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再到给党员设岗定责、结对联系贫困户……村
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夯实农民增收基础，必须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深入
调研，王化喆组织村民成立了“鑫雨农业合作社”，发展小
杂果种植项目，流转土地60亩，带动贫困户33户 107人；
推广中顺 807辣椒规模化种植，累计种植 237亩，带动贫
困户87户 343人。

发展集体经济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
保障。王化喆在村里建成了扶贫车间，带动贫困户 90人
实现就业；同年新建 400千瓦光伏发电站，实现村集体一
年稳定收入10万元。

整修村内道路 9.8公里、完成危房改造 27户、韩庄村
小学校园整体提升、广播电视户户通、光纤全覆盖……

“下一步要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努力让村庄变
得更美，让村民的生活更甜。”王化喆说。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商丘职业技术学院驻睢县尚屯镇韩庄村第一书记王化喆

让基层组织更强 让村民生活更甜
“帮俺改厕所、

修房子，俊华可是
我们的贴心人。”每
次提起李俊华，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民安办事处李
大夫村贫困户李凤
英总是连连称赞。

自 2018 年 1
月任驻村第一书记，李俊华就坚守“把群众的事当自家的
事去办”的工作理念。为发展农村电商，李俊华专门请专
家对村里 50多名致富能人进行专题培训。如今，不少村
民都开了网店，收入也更高了。

乡村美，还美在文化的浸润和“好家风”的滋养。李
俊华组织开展了村里首届“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
评选活动，以此为带动，村里呈现出争做尊老爱幼、夫妻
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模范的浓厚氛围。

驻村时间虽然短，李俊华办成事儿却一点也不少：50
户贫困户的旱厕改造全部完成；300千瓦光伏发电正在安
装调试；流转土地30多亩发展大棚种植；争取专项资金和
补贴资金约 1500万用于村庄道路、文化广场和美丽乡村
建设……

现在李俊华忙得脚不沾地，用村民的话说是“走路
都带风”。在她匆忙的脚步中，李大夫庄村的明天一定
会更美。

市先进工作者、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安办事处李大夫庄村第一书记李俊华

把群众的事当自家的事去办

商丘市柘城县
被誉为“中国三樱椒
之乡”“全国辣椒生
产百强县”。在当
地，说起梁圣尊不少
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因为他，小小的红辣
椒托起了很多人脱
贫致富的希望。

“我今年全部种的三樱椒，每亩能增收1000元左右。”
说起收成，柘城县慈圣镇梁楼村曾经的贫困户梁建湘的
喜悦溢于言表。

为梁建湘提供辣椒新品种种子的就是梁圣尊。早在
2007年，梁圣尊就在县里注册成立的第一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专门从事辣椒种植，后来逐渐扩展到新品种的繁育
和购销。

2015年，梁圣尊决定带领更多农民脱贫致富，于是他
把自己研发的辣椒新品种推广种植，免费提供种子肥料，
一年到头在田间帮椒农解决种植难题。2015年至今，梁
圣尊通过合作社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90余期，培训人员
8万人次，带领大家成功选育出20多个朝天椒新品种，累
计推广面积达160万亩以上。

“下一步我计划再流转土地2000亩，大力发展三樱椒
观光农业和辣椒深加工项目，让群众的日子过得小辣椒
一样红红火火。”梁圣尊说。

省劳模、河南北科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圣尊

让生活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