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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鲜艳镌刻使命
——2019年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掠影

卢氏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

做“活”金融助脱贫

卢氏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立足脱贫攻坚
大局，积极探索金融扶贫模式，全县农业龙头
企业由 17家增加到 52家，农民合作社有 182
家发展到 1569 家，带动 3.5 万户居家就近就
业，2.8万余人自主创业。

——完善服务机制。建立覆盖全县农户
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共采集农户信息 8.87 万
户，其中贫困户 2.36万户，根据不同分值划分
4个等级，给予5万至20万元纯信用额度。

——创新贷款模式。采取“政府+银行+
农信担保+担保集团再担保”“政府+合作银
行+保险”“政府+银行+企业”“政府推荐+合
作银行+担保公司”四种模式，创新贷款路径，
提高贷款效益。

——探索带贫模式。实施劳务增收模式、
订单农业模式、合作经营模式、设施租赁模式，
让金融扶贫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产业水平、撬
动、放大、外溢、聚合效应。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扶贫帮困践初心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响
应“百企帮百村”帮扶号召，承接 10个村的对
接帮扶工作。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带贫模
式，先后投资近200万元改造椹涧乡西耿村村
委大院、湖徐村村文化大院及配套工程，安装
路灯300盏。

公司不断拓宽扶贫渠道，在五女店镇苗店
村投资建设工厂，在艾庄乡艾庄村、榆林乡桓
坡村等地建立外协分厂，为有劳动能力的困难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公司先后向慈善机构捐款 800多万元用
于扶贫；以资金扶贫方式直接捐赠 59.76万元
给予灵井镇等 6个乡(镇)的 996户精准帮扶对
象每户每月200元的资金帮扶。

公司还出资120万元支持许昌市水系环通
工程，在护城河上修建望仙桥。投资8000多万
元建设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坚持开展“金秋
助学”活动，帮助困难家庭学子圆了大学梦。

河南九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倾情投入显担当

河南九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积极践行社
会责任，帮助 582户贫困户、1448人脱贫，在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彰显了民企担当。

为对口扶贫的余南湾村建立劳模扶贫基地，
公司资助20万元建立大塘发展养殖业。先后投
资76万元建设金兰油茶种植基地和彭河村养殖
基地，与30户贫困户签订长期用工合同，人均年
收入3万元以上。资助吴陈河镇30万元设立扶
贫公益岗位，解决540户1583人就业问题。

投入200万元设立贤斌感恩基金；每年投
入 100余万元用于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和困难
职工大病救助……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公司
先后投入6000余万元。

同时，资助贫困学子 279名，为贫困学生
发放助学金；先后投资 7400多万元用于新县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工程建设；先后捐
资 3200 万元建设 3所敬老院，让 200多位五
保老人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旅游加速助民富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时刻把
贫困父老乡亲脱贫作为应尽之责，先后投资
18.9亿元，创建10.2万亩的老乐山旅游扶贫基
地、3800亩的美丽乡村常庄，探索出旅游产业
促扶贫的新路子。

——实施景区带村工程，振兴周边乡村。
投资 776万元，在景区南门建设商业街，整村
搬迁33户 101人住进新楼房。

——实施牵手就业工程，安排贫困户就业。
安排贫困户劳动力236人就业，实现就业即脱贫。

——实施旅游带动工程，产业扶贫脱贫。
采用“旅游扶贫+商业扶贫+文化扶贫+工程扶
贫+餐饮扶贫”模式，带领周边村民经营农家
乐、餐饮住宿等，带动 1070户贫困户 3025人
实现脱贫致富。

——实施帮带富民工程，实行土地流转。
流转土地 1800亩，建设常庄美丽乡村田园综
合体，安排307户贫困户和低保户就业。

商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土地托管”助增收

商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土地托
管”“粮食银行”助力脱贫模式，已发展成为集
种植、管理、收储、销售、农机植保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与魏集镇的 221个贫困户签订长
期扶贫协议。围绕产业扶贫带动贫困群众增
收。利用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组织贫困
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采用“村委+农户+合作社服务”模式，成
立农业经营合作社，利用闲散劳动力和贫困
户，实施整村推进土地托管，辐射 4个乡镇、9
个行政村，2.27 万亩耕地，其中贫困户 476
户。合作社不收贫困户任何土地托管费用，拿
出土地托管30%的纯利润作为村集体收入，拿
村集体收入 60%和合作社收入来补助贫困户
托管费用。2018年，贫困户免费托管服务面
积1983.2亩，合作社土地托管总盈利超272万
元，村集体总收入近33万元。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

结对帮扶促脱贫

河南省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
公司为服务脱贫攻坚不遗余力，累计投资近
1000万元，在二郎坪镇开发老君洞景区，带动
大庙村围绕景区开展配套服务，每户年收入 2
万余元，使 80余户家庭脱贫致富。扶持五里
桥镇等乡镇 20余家中小企业投产，带动 3000
多人就业，累计创造效益2000余万元。

公司时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安置150余
名残疾人就业，每月工资 2400元以上。与五
里桥镇土槽村结成帮扶对子，制定精准扶贫帮
扶计划，转移土槽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到
公司就业。每年捐助5万元，支持土槽村基础
设施建设。

每年金秋助学活动捐助 85万元，公司已
累计帮助 600余名学生圆了大学梦，帮助 226
位失学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先后花费
500余万元举办大型公益讲堂，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濮阳县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

扶持就业拔穷根

濮阳县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依托电器制
造产业优势，成立“濮阳县美施宝电器助力脱
贫攻坚基地”，按照“公司+劳模+农户+贫困
户”模式，通过“基地+就业”，拓宽群众的脱贫
致富路。在带动周边群众致富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进入基地务工，先后
吸纳贫困户 486户 1526人就业，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公司先后协助杨店村、孔店村成立5个配
件车间，扶持贫困户自主创业和就业，为贫困
户提供一条龙无风险服务，确保贫困户收益。
在助力脱贫攻坚基地开设“就业扶贫车间”，公
司吸纳700人在车间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90余人。

积极开展智力扶贫，公司通过到贫困户家
中宣传，解说脱困群众事例，增强贫困户的信
息和决心，帮助 80余户 100多名贫困群众走
出家庭，走上进厂务工或外出学技术之路。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乳香香飘脱贫路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采取产业合
作、技能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结对扶贫
等措施，帮助贫困人口 1740人通过就业实现
脱贫。

——采取项目扶持。公司大力发展上下
游奶源、配套等相关产业，累计完成投资11.55
亿元，共计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
人均月收入4600元。

——开展结对扶贫。建立2个贫困村帮扶
基地，定期慰问贫困低保户，为村民提供适合的
就业岗位。投入帮扶资金20余万元，为帮扶村
修建道路，捐赠爱心牛奶等。公司产业集群带
动示范区周边贫困人员就业，提供就业岗位约
8000个。共计帮扶贫困户88户265人。

——实施爱心救助。成立公司爱心互助
基金、幸福关爱基金，年筹集互助基金 3.6 万
元，实施困难救助 6余次，发放救助基金 3万
元，全年慰问贫困户20余户。

鹤壁市山城区蚂蚁山果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面向荒山要效益

鹤壁市山城区蚂蚁山果树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不断探索建立现代化农业科技园发展
模式，发挥农业科技园示范引领功能和辐射带
动作用。

合作社建立“劳模扶贫基地+科技园+贫
困户+林业科技”扶贫模式，开发荒山种植核
桃树，增加 200多个就业岗位，吸纳贫困户 59
名，非贫困户 142名，流转土地 3000余亩，种
植核桃树10万余株。

带动周边村庄开发种植核桃树10万多株，
发挥科技带动优势，开展核桃良种栽培管理技
术培训，培训贫困户、林农300余人次，发放资
料3000余份，解决了林农遇到的病虫害难题。

创建红色蚂蚁山体验式教育基地，“扶
贫+红色教育+培训+创新”，贫困户参与，走现
代化科技扶贫发展道路。

每年中秋节、春节合作社拿出3万多元对
贫困户和困难户进行帮扶慰问。

洛阳市大资塑业有限公司

多措并举富百姓

洛阳市大资塑业有限公司通过多种扶贫
形式，带动贫困户走上脱贫致富快车道。

对有意到公司就业的适龄贫困对象，公司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培训就业后，按照厂
区工人待遇，按月按产量支付工资。共带动
60多贫困户就业，人均月收入2500元以上。

公司成立产业扶贫部及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志愿者服务队，负责大资扶贫项目日常管
理。采取“公司+服务站+农户”带贫模式，在
相关贫困村建立大资扶贫车间 17个、加工点
110多个，与其签订购销合同，每月 10日前将
上月加工费发放给扶贫车间，带动 1800余人
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67 人，月收入
1800元以上。

公司积极申请金融扶贫企业带贫项目贷
款 500万元，通过与贫困户签订带贫协议，带
动了南李村镇 20 个村 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每户每年分红收入4000元。

●孟津县吕妙霞劳模助力脱贫攻坚产业扶贫

基地

●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党工共建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基地

●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司扶贫基地

●河南炳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鹤翔电商创业

孵化园

●社旗县丙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

基地

●光山县四方植物油有限公司四方万亩粮油

种植基地

●灵宝市寺河山苹果种植基地

●沈丘县林家富种植专业合作社扶贫基地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就业扶贫基地

●河南宏达木业有限公司产业就业扶贫基地

●泌阳县雨露菌业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劳模就业及技术培

训基地

●固始八里堰农业园区扶贫基地

●鹤壁市淇滨区桑园村返乡青年创业园扶贫

基地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就业扶贫基地

●万基控股集团对口帮扶磁涧镇掌礼村脱贫

攻坚基地

●滑县金泰服装有限公司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基地

●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万亩油茶

生态示范基地

●河南双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

生态园基地

●国网杞县供电公司助力脱贫攻坚基地

●漯河市郾城区陈东村新增粮食产能田间工程

建设项目

●济源市阳光兔业科技有限公司肉兔产业扶贫

基地

●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产业扶贫基地

●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蒿地掌村扶贫基地

●卢氏县香盛轩核桃专业合作社科技扶贫示

范园

●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司环翠峪杏花村帮扶

基地

●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叶县刘文祥村电网扶

贫基地

●河南远东生物工程公司西华县来洼村土壤

污染防治示范基地

●河南油田援建马王港村农机专业合作社扶

贫项目基地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业扶贫基地

●卢氏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商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县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鹤壁市山城区蚂蚁山果树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洛阳市大资塑业有限公司

2019年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十面红旗单位”名单

（共3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