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户外劳动者
撑起一片“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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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最晚6点半，饭都能送到这里，按照规定7点前必
须让早班环卫工们吃上饭。”8月 7日早上不到 6点，漯河市
淞江路与祁山路交叉口的爱心早餐配送点里，负责人刘翠珍
已经做好接收爱心早餐的准备。

不一会儿，爱心早餐配送车就到了。刘翠珍和同事赶紧
打开车门，把一个个装着早餐的大保温箱抬到办公室。“今天
有油条、鸡蛋、黑米粥、咸菜，平时还有肉包子、馒头、烧饼，基
本上每天不重样。”刘翠珍一边说，一遍张罗着同事们赶紧把
爱心早餐分到不同的小保温箱里。分配完毕后，她和同事就
骑着小三轮，去各个站点分发早餐。提起免费发放的爱心早
餐，环卫工们总是笑容满面、赞不绝口。

据了解，从2015年 7月起，漯河市总工会在全省工会系
统率先实施“情系环卫工——爱心早餐工程”，按照每人每顿
5元的标准为1500多名早班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17
年，环卫工爱心早餐工程被漯河市委、市政府列为十件民生
实事之一，要求实现环卫工免费早餐全覆盖。

针对漯河市环卫工“爱心早餐”的经验，省总工会在对全省
工会2019年度重点工作进行专项部署时，明确提出“支持对环

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在全省推广漯河等地经
验；支持省辖市、县(市、区)工会充分发挥工会枢纽
型社会组织作用，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
会力量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为此，2019
年，省总工会还安排了专项资金，支持对环卫工人提供
免费早餐。

在三门峡，市总工会根据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实施环
卫工人爱心早餐工程，努力形成“党委支持、政府主导、工会
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在鹤壁，市总工会针对全市环卫工人底数、早班工人工
作情况、就餐人数、项目招投标、食品安全等进行全方位调
研，了解环卫工人实际需求。

在驻马店，市总工会联合多个部门召开为环卫工人提供
爱心早餐工作协调推进会，明确为 2000名环卫工人提供早
餐，所需资金全部由工会筹措。

目前，从全省来看，所有省辖市总工会均已开展免费早
餐工作试点，覆盖 42个县（市、区），政府投入资金 3600万
元，工会投入资金1300万元，为3万余人提供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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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下午，天气闷热，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几名户外劳动者正在这里
歇脚。“我们仨经常来这儿喝水休息，驿站的人对我
们特别热情。”一名环卫女工笑着说，“开始还有些不
习惯，不过时间长了，来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听到有人表扬驿站，旁边的一名交警也赶忙接话：

“这里桌椅、毛巾、饮水机、微波炉、小药箱等一应俱
全，无论刮风下雨或是烈日炎炎，我们想休息会儿，
终于有了一个好去处。”

为辛勤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绿荫”，让
他们“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帮
助他们解决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的问题，省总工
会将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建设作为工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际内容大力办好，把它
打造成为各级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新阵地。

全省18个省辖市总工会将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建设列入“一把手”工程，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纳
入年度考核目标，各地也不断出实招、新招，强力推
进此项工作深入开展。

郑州市总工会联合市城市管理局下发《关于加
强郑州市主城区“环卫工驿站”示范点建设的意见》，
为驿站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洛阳市总工会将智慧书屋建设与“爱心驿站”建
设有机结合，丰富了户外劳动者精神生活。

开封市总工会出台星级站点建设标准，对达到
三星级标准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予以经费补助，切
实规范提升站点建设。

许昌市总工会经多方调研，形成具体工作方案，
明确了主体责任、规范了日常管理等，并投入专项资
金，全力保证驿站建设。

商丘、安阳市总工会则将环卫中转站，升级改造
成为“爱心驿站”，使环卫工人在工作地就可以享受
到关爱和服务。

7月 23日，省总工会还专门发出关于建设户外
劳动者“爱心驿站”的倡议，联合广大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个体工商户等建设一批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实现差异化发展
和规范化建设相补充，我省制定了驿站建设“六有”
标准，即有统一标识、有固定场所、有完备设施、有工
作制度、有管理人员、有地图可查。经验收合格的

“驿站”，各级工会将提供一定的支持，并协助各建设
单位运营好、管理好“驿站”，更好地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服务。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建成户外劳动者驿
站1500多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怎

样做才能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通过面对面、实打实的维权服务，

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影响人心、赢得人

心，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

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

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省总工会坚持高质量、严要求、

求实效，以实学实做实改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用一件件实打实的暖心事回

答了：“不忘初心”就是服务职工、竭诚

维权；“牢记使命”就是充分发挥党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不断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

众基础，团结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最美画卷。

6月 12日，中建七局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生态保护项目
部施工人员张先生特意起了个大早。“我这么多年去过外省
很多工地打工，光听说‘工会’这个词，从来不知道是干什么
的。这次在焦作打工，才知道工会是职工的‘娘家’，我们施
工队的工友都加入了工会组织，总算有了自己的‘娘家’。”张
先生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激动不已。

伴随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蓬勃兴起，“八大群
体”（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
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数量激增。为帮助“八大群
体”解决工作、生活难题，向他们提供更充分、更有效的服务，
省总工会以党建带工建，积极将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着力开展“八大群体”入会工作，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作实
践向新领域、新群体延伸发展。

南阳市总工会将农民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建会入会工作定
为“一把手”工程，及时成立由市总党组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坚强领导；焦作市总工会建立了推动农
民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建会入会集中行动专项督导制度，成立
四个由市总党组成员任组长的督导小组；安阳、新乡、漯河、商
丘、三门峡等市总工会由主管副主席带队逐一走访“八大群
体”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属企业，并制订下发实施方案，明确目
标措施、行动路线图和工作推进时间节点；鹤壁市总工会紧密
结合党委、政府重点工作，举行助力“六城联创”暨八大群体职
工集中入会活动，有力推动了该项工作的全面铺开。

“经过严格审核，基层工会组建类项目确定立项634个，
拟发展和吸纳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会员16.8万人，项目涵
盖企业总数3533个。”8月 2日，省总工会下发《关于农民工
及灵活就业人员建会入会工作项目立项的通知》，计划补助
资金 708 万余元用于帮助农民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建会入
会。这意味着有更多农民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享受到工
会组织的维权服务。

关爱不止于此。针对职工需求的新变化，省总工会持续
创新工会维权服务工作载体、着力搭建新平台、丰富新内容。
比如，实施劳模关爱工程。省总工会联合新华保险河南分公
司，继续为市级以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免费办理意外
伤害保险，在去年覆盖4.8万人的基础上，今年扩大到新增劳
模，持续为劳模打造“安全屏障”。比如，持续开展“金秋助学”
活动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不断创新
助学形式，为贫困学子提供“入学救助—在校扶助—就业援
助”的链条式服务。各地工会还充分发挥工会枢纽型组织优
势，充分运用基金会、公益项目等平台媒介，动员集成爱心企
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形成多元化助学和促就业力量，切
切实实地帮困难职工家庭排忧解难。比如，开展“建功新时代
主力军行动”，在各地举行主题鲜明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
如“六比一创”立功竞赛、“四全一树”技能竞赛、“三比两降”节
能减排竞赛等，推动千万职工大竞赛、大比武、大练兵向纵深
发展。再比如，为有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我省在南阳市和
中原油田开展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服务”的基础上，在全
省推广职工子女假期托管和校外课后托管工作，采用购买社
会服务等形式，切实做到让孩子开心 让父母放心，真正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惠及广大职工。

在这一件一件的实事好事中，工会的形象更加清晰了，
与职工群众的心也更加贴近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更加
紧密了。工会的“初心”
在这一件件实实在在的
工作中闪光，工会更
在这一步步扎实的
脚印中，肩负“使
命”、砥砺前行。

“当年带人出去闯荡，生意再好也只是生意。现在带领
全村乡亲共同致富，这才是事业。”每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放
弃千万元的魔术事业，回村当党支部书记时，省劳模、平顶山
市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都会这样说。

在马豹子的带领下，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农村图书批
发市场、魔术文化产业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6000余元增长
到 3.7万元，并辐射带动周边 13万人就业，年创收入 15.6亿
元。他还充分发挥劳模作用，投身脱贫攻坚，先后到我省的
11个省辖市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的贫困村开展文化扶贫、爱
心帮扶，惠及困难群众及贫困学生3万多人。

在脱贫攻坚一线竖起劳模“大旗”，既为劳模先进人物和
先进集体发挥作用搭建新平台，又彰显工会组织融入大局、
维权服务的新作为。省总工会立足实际，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动员劳模先进人物开展技术扶贫、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结对扶贫、智力扶贫和先进集
体助力脱贫攻坚“6+1”行动，吸引了很多像马豹子这样的劳
模先进人物参与其中。

劳模技能扶贫，锻造“扶贫金钥匙”。农林牧渔等行业共
有 500多名专家型劳模，开展特色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
训，使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其脱困“造血”能力。全
国劳模、河南农大教授郭天财经常深入贫困地区传授现代种
植技术。省劳模、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公司董事长李彦
增，免费为困难群众供应菌种80多万公斤。

劳模产业扶贫，打造“扶贫孵化器”。各级工会打造430
多个劳模产业扶贫基地，动员1000多名劳模先进人物投身乡
村振兴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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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模、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刘文新，以小茶叶助力大扶贫，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826人，免费培训贫困茶农3200人次，以高出市场10%的
优惠价格收购协议户鲜叶和干茶，为困难群众增收上亿元。

劳模项目扶贫，搭建“扶贫大车间”。大批企业家劳模利用
其先进理念和项目优势，在贫困地区立项投资办企业，通过特
色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回购等，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省劳
模、内乡县牧原食品股份公司董事长秦英林，与国家开发银行
共同探索创新“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

“5+”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推广复制到10省37个贫困县，惠及
12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使每户每年稳定增收3200元以上。

劳模就业扶贫，开启“扶贫动力源”。众多企业家劳模和
五一劳动奖等先进单位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优先吸纳贫困劳

动力就业，让更多贫困群众拓宽转移就业门路。被誉为“农
民工司令”的全国劳模、上蔡县驻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全收，筹资 100万元建成扶贫蔬菜温
棚，组建扶贫志愿队，帮助5万多名农民工转移就业。

劳模智力扶贫，用好“扶贫助推器”。各省辖市及县市区
工会普遍成立职工（劳模）志愿服务队，5000多名劳模先进人
物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对贫困家庭进行文化和智
力扶贫，增强贫困群众自强不息的信心决心。济源市组织8
支劳模志愿服务队，走遍全市59个贫困村，开展志愿帮扶活
动。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开展“百队千人”助力脱贫攻坚职工志
愿服务活动，52所省属高校工会104支、共千余人的志愿服
务队，为贫困地区送去优质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资源。

劳模结对扶贫，共植“扶贫连心树”。全省共有 4000多
名劳模先进人物与困难职工、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其中
300多人结对帮扶贫困村或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驻马店
市各级劳模先进人物与贫困户结对帮扶 2626对。全国劳
模、河南新城建设公司项目经理李江福结对帮扶辉县市蒿地
掌村，同时担任林州市辛店村第一书记，先后捐款 400万元
参与精准扶贫。

先进集体扶贫专项行动，奏响“扶贫集结号”。重视发挥
各级各类先进集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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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单位、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帮助
1880户贫困户、7010人脱贫。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对 40个贫困县、6492个贫困村和 1235
个深度贫困村进行电网脱贫改造，开辟光伏扶贫项目绿色通
道，惠及贫困群众38.5万户。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在火热的脱贫攻坚一线，广大劳
模先进各尽其能、各展所长，以实际行动源源不断地释
放着自己温暖而强大的正能量。据统计，2018年全省
各级工会累计投入资金 4490多万元，带动社会资金
数十亿元，组织1.2万名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和 2563家先进单位、劳模创新工作室、劳模
志愿服务队帮扶困难职工和农村贫困户 3万多
家，12万多人受益，1.05万人脱贫。今年上半
年，全省又有1000多名劳模先进人物、200多个
先进单位（集体）加入其中。各级工会共投入扶贫
资金 5024万元，新培育劳模产业扶贫基地（项目）
140多个，带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资金20亿元。

在脱贫攻坚一线树起劳模“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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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环卫工人捧上免费早餐
33

让“娘家人”的关怀无处不在
44

▲“建功新时代主力军行动”，已吸引全省千万职工参与
◀省总工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企业开展“和你在一起 点亮

微心愿”主题活动，机关干部到新航集团拜全国劳模、中原大工匠孟
祥忠（右）为师，与一线工人共同劳动

1500多个

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建成户外劳动者驿站
1500多个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记者 陈小平

5024万元

今年上半年，各级工会共投入扶贫资金5024
万元，新培育劳模产业扶贫基地（项目）140多
个，带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资金20亿元

3万余人

目前全省所有省辖市总工会均已开展免费早
餐工作试点，为3万余名环卫工提供免费早餐

④④

⑤⑤

①“许昌工会爱心驿
站”里，户外劳动者渴
了有水喝，累了有地方
休息
②新安县举行八大群体入
会仪式，欢迎新成员加入工会大家庭
③南阳市总工会举办的爱心托管班里，孩子们开心过暑假
④济源市总工会组织劳模志愿服务队入村帮扶
⑤漯河市环卫工们领到“爱心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