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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总工会的
扶贫之路

5月11日 ， 西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 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刘方振， 西城区纪委区监委派驻西城
区人大纪检组副调研员霍士凯等一行6人，
在鄂伦春旗人大常委副主任、 总工会主席
孟锁柱， 旗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李凤芝， 旗扶贫办副主任华磊的陪同下，
来到鄂伦春旗诺敏镇团结村， 慰问当地的
困难群众。

“吴叔， 我们来看您了。” 在诺敏镇
党委副书记、 镇长阿冬的带领下， 扶贫组
一行来到了村民吴铁生家中。

“您从事什么工作啊？ 收入如何啊？

身体怎么样啊？” 刚坐下， 张中喜便询问
起了吴铁生的基本情况。 “我身体不是特
别好， 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但两
个儿子都在外边打工， 能解决基本的温饱
问题。” 吴铁生答道。

谈话中 ， 几张贴在吴铁生家墙上的
纸， 引起了张中喜等扶贫组成员的注意。
“这是咱们鄂伦春旗的贫困户明白卡， 上
面记载着吴叔家的基本信息， 负责干部的
姓名和年度收入检测， 方便我们及时统计
和了解吴叔家的收入情况， 全旗每家贫困
户， 都有一张明白卡。” 阿冬介绍道， 除
明白卡外， 其他的纸上写的是当地的扶贫

政策， 方便贫困户及时了解。
在村另一侧的一间平房内， 张中喜则

与村民涂金恩聊起了家常， 询问涂金恩的
基本情况 ， “我之前养鸡 ， 今年开始养
猪 ， 两个儿子也在工作 。 现在党的政策
好， 吃得饱穿得暖， 西城区总工会又来帮
助我们， 日子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涂
金恩说道。

听涂金恩介绍完后， 张中喜表示， 打
赢脱贫攻坚战， 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大
决策部署。 要着力帮助贫困户更好地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要多了解、 多沟通、 多
引导， 让村民感受到政府的温暖。

西南至青海省玉树自治州囊谦县， 东到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诺敏镇，
短短5天时间， 西城区总工会对口扶贫一行6人辗转对口地区， 总距离8613.
1公里， 将工会的祝福送至贫困地区村民。 “赶紧过来看看， 要不不放心。”
一路上， 这句话也成为了西城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中喜的口
头禅。

5月7日4点30分 行程3796.4公里

从赶往首都机场， 经成都双流机场前
往玉树巴塘机场。

5月7日15点10分 行程147公里

玉树机场驱车赶往囊谦县城。 19点40
分到达囊谦县城进行休整， 县城地处青藏
高原东部， 海拔约3800米， 不少人已经感
觉到胸闷、 头晕。

5月8日3点30分 行程121公里

从囊谦县城出发， 驱车120余公里前
往囊谦县东坝乡。 翻过3座大山， 最高海
拔4851米， 一片漆黑的山路， 不巧下起了
大雪， 车只能靠着能见度不足10米的灯光
缓慢前行。 车内的一行六人， 抱着氧气瓶
艰难前行。 8点30分到达东坝乡， 召开扶
贫项目座谈会。

5月8日9点30分 行程121公里

驱车回囊谦县城， 天早已大亮， 雪还
没停， 项目组继续前行， 路过海拔4851米
的尕松拉山最高点时下车合影。

5月8日13点30分 行程2065公里

前往玉树巴塘机场。 经西宁曹家堡机
场， 21点55分返回首都机场。

5月10日8点5分 行程1687公里

从首都机场出发 ， 经哈尔滨太平机
场， 10点55分到达加格达奇机场。

5月10日12点25分 行程223公里

从加格达奇机场前往诺敏镇， 18点30
分到达。

5月11日7点30分 行程4.7公里

从诺敏镇前往团结村慰问地区贫困村
民， 并召开扶贫项目对接工作座谈会。

5月11日10点30分 行程259公里

从团结村前往阿里河镇。

5月12日8点 行程1729公里

从阿里河镇前往加格达奇机场乘机，
经哈尔滨太平机场， 恰逢北京遭遇雷电，
导致飞机延误起飞， 20点45分到达首都机
场， 本次行程结束。

扶 贫 路 书

本次扶贫行动， 笔者全程跟随总工会
一起爬过青海玉树的雪山， 走过内蒙古鄂
伦春旗的草地 ， 并为您全程记录了共计
8613.1公里、 平均每日1435公里的行程。

扶扶贫贫项项目目组组一一行行调调研研文文化化广广场场项项目目张张中中喜喜了了解解诺诺敏敏镇镇团团结结村村村村民民家家中中情情况况 张张中中喜喜查查看看鄂鄂伦伦春春旗旗的的贫贫困困户户明明白白卡卡

走 访 慰 问

5月8日， 西城区总工会一行， 来到青
海省玉树州囊谦县东坝乡， 与囊谦县县委
常委、 县总工会主席何颜红， 东坝乡乡长
陈鸿雁， 囊谦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严波，
东坝乡果永村党支部书记冷哇·扎风召开
扶贫项目对接工作座谈会。

会前， 张中喜等一行首先实地考察了
于2018年开展的囊谦县东坝乡果永村群众
文化广场项目， 了解了目前项目的进展情
况。 记者看到， 文化广场占地约2000平方
米， 从2018年8月开始施工， 预计于2019
年6月竣工。 “项目完成后， 能够囊括532
户2496人和东坝乡干部职工的文化生活问
题。” 陈鸿雁介绍道。

随后， 张中喜一行来到乡政府会议室
召开座谈会。 会上， 陈鸿雁首先向西城区
总工会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 并介
绍了东坝乡的基本情况， “东坝乡共有5
个村， 共有人口9023人， 百姓收入主要为
畜牧业 ， 少部分为农业 。” 陈鸿雁表示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 广大农牧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越来越高， 希望在饭后以及空闲时间能够
体验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享受更好的文化
生活。 因此， 希望西城区总工会继续支持
文化广场项目， 帮助东坝乡建设文化广场
周边配套设施。

在听了陈鸿雁的介绍后 ， 张中喜表

示， 将继续支持文化广场的建设， 将广场
打造成为东坝乡的特色项目， 希望在现有
的基础上， 将文化广场项目品牌打造得更

好， 让更多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此对接项目
为他们带来的快乐。 刘方振表示， 希望通
过文化广场的延伸项目， 让当地百姓感受
到政府、 工会为民办实事的决心， 增加百
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同时， 希望当地产
业能与当前的大形势挂钩， 努力与互联网
产业相靠拢，增加牧民、农民的实际收入。

5月11日， 西城区总工会对口扶贫一
行6人来到鄂伦春旗诺敏镇团结村村委会，
召开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鄂伦春自治旗总
工会扶贫项目对接工作座谈会。

会上， 诺敏镇党委书记胡德忠向扶贫
组一行介绍了团结村基本情况， 李凤芝介
绍了鄂伦春旗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及土地流
转项目。

据了解 ， 诺敏镇团结村有耕地面积
10800亩， 以种植大豆为主， 2014年贫困
户为47户88人 ， 经多年政府帮扶 ， 截至
2019年4月还有贫困户16户34人。

随后， 张中喜与孟锁柱、 胡德忠等就
2019年土地流转项目达成共识， 明确初步
意向。张中喜表示，西城区总工会愿投入资
金，帮助当地开展土地流转项目，并希望当
地政府在引导村民脱贫的同时，带领村民
开展更多的文体活动， 丰富村民的文化生
活。 同时会与西城区的企业进行洽谈， 为
团结村牵线搭桥， 让团结村无公害、 纯天
然的农业产品走进城市， 打出品牌。

座 谈 立 项

西城区总工会鄂伦春旗总工会扶贫项
目对接工作座谈会

西城区总工会囊谦县总工会扶贫项目
对接工作座谈会

日行千公里调研
深入贫困村民家中问真需

贫困村民感谢工会帮助

工会出力 就2019年项目达成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