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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总工会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对症下药”助力精准扶贫

前不久， 为感谢门头沟区总工会
落实精准帮扶对接低收入村扶贫政策
的实效， 清水镇杜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赵连新和党组织第一书记赵冉， 为门
头沟区总工会送来了锦旗， 上书 “真
情帮扶民心暖 携手共建富路宽。”

门头沟区总工会干部李晓琦介绍，
在拓展项目服务过程中， 门头沟区总
工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依托职工服务
平台 ， 积极开展 “精准帮扶送温暖 ”
活动， 为全区职工会员免费发放杜家
庄村特产黄芪1500份， 助推杜家庄村
实现产业脱贫， 从而带动地区经济活
力促进低收入村集体经济发展， 受到
了村民们的认可和欢迎。 “这样既做
到了职工会员优享本区特色普惠性的
精准服务， 又同时助推杜家庄村作为
区总工会帮扶对接低收入村实现产业
脱贫， 从而带动地区经济活力促进低
收入村集体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内良
性互动， 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做好扶贫工作 ， 需要各单位 、
企业、 广大干部及社会人士的无私奉
献。 在区总工会的协调和运作下， 门
头沟区注册企业昀美餐饮集团下属直
属基层工会———正一味餐饮公司工会
在杜家庄村开展慰问活动， 为我们村
捐款5万元并发放价值3万多元的慰问
品。” 清水镇杜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连
新激动地说， “人在深山有远亲， 工

会就是咱们的亲人。 今年春节， 门头
沟区总工会领导还带领职工文化艺术
协会的书法艺术家和区便民服务协会
的志愿者来到村里， 不仅为村民送上
志愿服务和新春祝福 ， 还带来了理
发、 按摩、 家电维修、 配钥匙、 家政
服务等， 真是太暖心了。”

“职工利益无小事， 帮扶困难职
工也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 ，
工会干部更要做好扶贫工作的 ‘领头
雁’。” 门头沟区总工会干部李晓琦介
绍 ， 前几日 ， 门头沟区人大副主任 、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陈波前往门
城地区患重大疾病职工家中进行慰问，
为其送去5万元温暖慰问金。 作为门头
沟区总工会扶贫工作的一大 “法宝”，
门头沟区职工专项温暖基金成为对患
重大疾病职工家庭提供温暖救助、 精
准帮扶的又一重要渠道和举措 。 自
2017年1月成立以来， 共救助职工168

人次， 救助金额88.84万元， 真正减轻
了职工医疗负担 ， 实现了 “精准扶
贫”， 受到职工好评。

“工会手足心连心， 远在千里送
真情。” 这样的 “精准扶贫” 还让远在
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总工会感受到
了来自首都工会的温暖。 去年， 门头
沟区总工会与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
旗总工会签署了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
协议。

“当然， 想帮贫困户脱贫， 绝不
是今天给张家送两袋大米， 明天给李
家送两袋面这么简单 ， ‘授人以鱼 ，
莫若授人以渔 ’。” 李晓琦对记者说 ，
门头沟区总工会制定了内容丰富的扶
贫计划： 门头沟区总工会将通过资金
直接帮扶、 帮助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绿
色农畜产品等形式， 让受援地区包括
农牧民工在内的因病致贫、 因病致残、
因意外致贫的困难职工群众直接受益；

引导驻区社会组织、 企业或个人到察
右后旗投资办厂、 办企， 支持受援地
区职工创业、 助力推广销售当地优质
特色农副产品， 帮助困难职工实现产
业脱贫……

面对这 “一箩筐” 的好政策， 察
右后旗总工会主席许建华感慨到 ：
“首都工会就好比咱自己的亲人， 无私
援助我们， 让察右后旗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温暖。 察右后旗总工会将管好
用好帮扶资金， 积极协助当地集体经
济发展绿色农畜产品， 拓宽销售渠道，
为贫困职工搭建销售平台， 帮助贫困
职工家庭稳步增收、 实现脱贫。”

“扶贫要对症下药， 不仅需要资
金， 更需要真心、 真情。” 李晓琦说，
干工会工作和干扶贫工作是一样的 ，
把职工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去对待、
去重视、 去解决， 善于做小事， 做具
体事， 做实在事， 做职工欢迎的事。

通州区梨园镇总工会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建会企业打头阵 扶贫“输血变造血”

2018年9月8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山东乡井架子村 ，
一辆越野车艰难地爬上干旱的土坡 ，
停在泰达农业合作社养殖基地的门口。
他打开车门， 循着 “咩咩” 的羊叫声，
快步走向养殖场的深处， 在一群打着
黄色耳签的黑头羊前停下了脚步。 当
听到正在整理羊圈的两名贫困户已经
开始领到工资时， 他略显疲惫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叫邢东波， 是北京市欣京州建
筑公司的总经理。 2018年， 通州区对
口的翁牛特旗遭遇了严重旱灾， 梨园
镇积极响应通州区 “万企帮万村” 的
号召， 梨园镇总工会也发动广大建会
企业， 向远方的同胞伸出援手。 邢东
波听说后， 主动找到领导， 要求一同
前往救灾， 他的企业也在这场扶贫攻
坚的斗争中留下了一段佳话。

当过工会主席的邢东波，时刻心系
一线职工。 他表示，职工有困难，他总
想第一时间将职工的问题解决，否则寝
食不安。 心想着农户们久盼不见雨、地
里不打粮， 他心急如焚。 有些人劝他，
捐点钱算了， 省得麻烦， 但他很坚决
地说： 做扶贫事业， 就要脚踏实地的
帮助贫困户解决问题， 不能让他们吃
了这顿没下顿， 必须要有延续性。 邢
东波出生在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稿
村，这里是全国知名的先进村、文明村、

富裕村。 但在30多年前，这里就像今天
的贫困村一样，一贫如洗。 在改革开放
的春风下，多年来，在村领导和全体村
民的努力下，大稿村打了翻身仗，通过
发展产业，最终成为了资产上百亿， 拥
有集房地产、 金融、 建筑等多个产业
为一体的集体企业。 村民们过上了幸
福的生活， 股民人均年分红超过了7万
元。 邢东波深知发展产业对于贫困地
区的重要性。 他说： “我想通过产业
帮扶， 通过创造工作岗位， 让贫困户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根本上长久
地解决增收脱贫问题。 ”

在井架子村走访过程中， 邢东波
不停地询问， 有没有适合的产业项目，
可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 这时， 泰达
合作社的负责人刘凤武说， 他家的羊
圈还没有满， 还能再养一些羊。 听到
这儿， 邢东波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
他要养羊， 雇用井架子村的贫困户帮
他养， 让他们获得工资收入。 8月份，
邢东波又来到了毛山东乡井架子村 ，
直接找了泰达合作社的刘凤武， 想用
他们的羊圈养羊， 但有一个要求， 羊
必须由贫困户来养。 此项目共出资24
万余元， 购买155只羊寄养在泰达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全权负责
羊只的饲养、 防疫及运输， 欣京州建
筑公司每年将会按照市场价回收羊只。
协议要求合作社使用贫困户种植的饲

草饲养羊只， 同时雇佣贫困户打工。
毛山东乡井架子村胡角吐村民组

的王瑞生家一共三口人， 王瑞生和媳
妇都年近60岁了， 不能干累活， 儿子
今年20岁， 稍微有些愚钝， 小学读了
三年级便辍学在家。 一家三口人以前
靠种地维持生活， 但是三口人劳动能
力不强， 又不懂任何技术， 每年种地
还要靠村里人帮忙， 一年到头收入微
薄， 日子非常贫苦。 邢东波让他到合
作社里帮助养羊，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 截至目前， 已有30名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通过此项目实现了人均增
收近1600元， 其中20名贫困户通过土
地流转68亩实现收入3.4万元， 10名贫
困户通过田间拔草、 剪羊毛、 青贮草
和玉米收割实现收入1.38万元 。 贫困
户王瑞生这样的基本上没有劳动能力
的家庭， 也获得了收益， 看到了希望。

2019年， 邢东波打算把井架子村
贫困户种植的绿色农产品， 销往北京，
进入通州百姓的餐桌， 带动更多的贫
困户增收脱贫。 他说： “这里不仅有
我的羊， 还有我牵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