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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
玉赋在安康市调研时，详细了解宁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和宁陕荣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林麝养殖的有关情况，对宁陕县总工会这一工作模式予以肯定——

工会扶贫的“宁陕模式”
脱贫攻坚
近年来，宁陕县总工会不断提升政治
站位，激发担当作为，硬是凭借“会员力
量+组织优势+品牌工作”这种“最佳配
比”融入到扶贫大军之中，并以“娘家人”
的身份用点、线、面齐抓共管探索出了一
种工会扶贫的
“宁陕模式”。

用会员力量
为脱贫攻坚注入动力
“职工（会员）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和
中坚力量，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会员）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建功新时代是我们工
会的一项神圣使命！”宁陕县总工会主席
柯小伟说。
2018 年以来，宁陕县总工会结合工
会实际，完成了几项创举，参与扶贫的会
员和贫困户无不交口称赞——
筹 资 6.8 万 元 购 买 伞 、 杯 子 和 毛
巾 ， 向 全 县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职 工 （会
员）“送清凉”，慰问了 71 个村的驻村
工作队员；
牵头建设宁陕驻胶州农产品销售点，
先后两次召集工作推进会，协同县经贸局
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商销售点建设过程

用组织优势
为贫困户支起产业致富的灯塔
“作为宁陕县总工会助力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我们一口气组建了 60 个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产业服务团。
”
柯小伟说。
依托劳模优势，宁陕县总工会有力
推动了产业落户贫困镇村工作。15 名

爱心驿站，让我们渴了有
水喝、累了有处歇脚、内急
有处如厕，再也不用为吃
饭不正点儿、东奔西走难
找厕所的问题尴尬了，再
也不用为手机充电、车子
打气、磕碰用药之类的琐
碎事情发愁了！”小李兴奋
地打开了话匣子。
“加入工会就是好！
邮储银行给我们办理了工
会服务卡，看电影、超市购
物、汽车加油等可享受打
折优惠；公司建立了职工
书屋，订阅了《工人日报》
《陕西工人报》等刊物，方
便我们闲暇浏览，品味书
香；工会还给我们办理了
职工互助保障……”
工会不断提高“八大群体”
职工的获得感，增强归属感。
近几年来，莲湖区总工会先后
举办职工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职工秧歌广场舞比赛、职工拔
河比赛、职工书画展等大型文
体活动 18 场次，让快递员感受
到组织的活力和“家”生活的丰
富多彩。
在春送岗位、夏送清凉、金
秋助学、冬送温暖等“四季送”
活动中，工会组织优先向快递
员、保洁员群体、困难职工倾
斜，让他们分享到“家”的温暖、
“家”
的关爱。
“快递员就像工会大家庭
中的新生代孩子，投身‘娘家
人’的怀抱，幸福得不得了！”
北关街道总工会副主席李淳
如是说。
□孙养利

富平 4 家企业班组获渭南市工人先锋号
本报讯（富工）近日，渭南
市总工会授予全市 51 个先进
班组（部门、科室）渭南市“工人
先锋号”
荣誉称号。
其中，富平县企业陕西富
平水泥有限公司司机班、陕西
秦正建设集团中华郡游客服务

中心、陕西陕富面业有限公司
500T 制粉车间 A 班组、富平县
医院呼吸内科荣获该称号。工
人先锋号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制
定下发的以“创一流工作、一流
服务、一流业绩、一流团队”为
活动内容的荣誉称号。

咸阳市总工会廉政书画展唱响主旋律
本报讯（李佩）11 月 6 日，
咸阳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廉政书画展在咸阳职
工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出的 110 幅书画作
品，由该市百余名艺术家历时
两个多月，从 13 个县市区 300
多幅作品中选拔出来的。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唱响了新时代
主旋律，
书写了新时代新画卷。
据悉，该书画展由咸阳
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
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部纪检
组、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市美协、书协、市工人文
化宫承办。

近日 ，汉 中 市
镇巴县总工会机
关干部到对口帮扶
的大池镇胡家坪
村，
开展
“惠民微实
事——送化肥、助
冬种”活动，为全村
307户农户送去价值
6.6万元的复合肥。
□张峰 董学琴 摄

用品牌工作
为贫困户架起美好生活的桥梁
近年来，宁陕县总工会始终把就业扶
贫作为机关扶贫的主抓手来推进。通过
与胶州对接、苏陕协作劳务招聘会等共吸
引胶州、金坛 23 家企业共 81 类工种上千
个用工岗位来满足广大外出务工者的就
业需求。
另外，宁陕县总工会还组织了宁陕县
境内悠然山风景区、培华人力资源公司、
秦岭山泉、陕西荣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
业和县消防大队、人社局公益性专岗等岗
位 700 余个供贫困户选择。近年来，已有
600 多名贫困户通过就业走向脱贫致富的
康庄大道。
不仅如此，宁陕县总工会还通过组织
志愿者深入贫困村开展扶贫济困、环境保
护、安老扶孤、
帮残助医、
兴教助学、
义诊义
演、
义务理发服务等系列帮扶活动，
扶贫扶
志，
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精气神更足。
宁陕县总工会以大力推进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为抓手，探索工会扶贫的“宁陕
模式”，搭建起贫困人口和劳动模范之间
的爱心桥梁，营造了社会各界和贫困群众
广泛参与、良性互动的扶贫氛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增
强工会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白工 摄

深山盛开文明花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
麓的大山深处。近年来，该县总
工会充分发挥自身网络完善的
组织优势，用智慧、巧干、实干编
织出了一簇簇色彩缤纷的精神
文明之花，为镇安循环经济发展
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坚定理想信念
筑牢思想基石

镇安县总工会坚持认真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
在全县工会系统组织开展
“共产党好、总书记好，听党话、
跟党走”主题宣传教育，组织 30
余家基层工会组织、200 余名职
工积极参与，掀起全县干部职
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在全县
开 展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活
动，并分批展示 20 家基层组织
职工的时代风采；充分发挥好
职工文化长廊的作用，设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民族
团结创建、工人风采、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四大板块展板，
开展了观瞻教育活动，吸引近
万人观瞻学习；组织开展先进
事迹报告会，组织全县 10 名劳
模、优秀职工，深入到县直 3 家
企业讲述自己的故事，引导职工
学习模范、争当模范。

↓

——镇安县总工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
弘扬志愿精神
丰富创新内涵

镇安县总工会始终坚持把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与维护职工
权益结合起来，组建了全县工会
法律志愿者队伍 5 支，免费为需
要帮助的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法
律服务。
他们坚持把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与推动工会服务基层职工
方式转变结合起来，把工会干部
全部纳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
通过建立派驻企业工作站和行
政事业单位联系点等，帮助企
事业单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坚持把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与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结合起
来，开展党员干部与联点村社
区结对认亲和帮扶活动，帮助
困难职工、困难党员解决生活
中的困难。 组织开展了以“移
风易俗、文明新风 ”为主题，以
“学雷锋，倡导社会新风，慰问一
线职工送关爱”为主要内容的志
愿服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精神
文明建设的内涵。
↓

■工会动态■

11 月 11 日，渭南市白水县总工会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前往仓颉庙西北野战
军指挥部旧址进行实地学习，结合“不

↓

双 11 期间，年轻人、
单身族网购热火起来，买
买买、购购购，可把快递
员给忙坏了！这不，顺丰
快递员小李这几天就忙
得不停点儿。当问及他：
“累吗？”他自豪地说：
“不
累，咱有家啦！有解压的
地方了 。”原来小李加入
了工会组织。
今年以来，西安市各
级工会加大了快递员、货
车驾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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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员等“八大群体”职
工入会的力度，光莲湖区北关
街道总工会就吸纳了包括快递
员 在 内 的“ 八 大 员 ”会 员 768
人。该街道总工会通过地毯式
摸排、网格化组建，最大限度地
把这些职工纳入工会，街道还
编印宣传册、制作幻灯片，分发
或展示给他们，并讲解《工会
法》
《劳动法》
《合同法》等法律
法规，引导他们真正走进工会、
融入工会，为他们创建一个温
馨的
“家”。
自 2017 年 9 月以来，莲湖
区总工会先后建成 43 家工会
爱心驿站点，分布于古城人流
密集的大街小巷，解决了户外
劳动者饮水、如厕、歇脚等难
题，为快递员、保洁员等群体打
开了方便之门。
“ 你瞧，光是北
关正街这条道上就有 3 家工会

中的困难；
通过工作对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总工会拿出 10 万元补贴，促进宁陕农副
产品在金坛销售；
为全县 5 个深度贫困村每村筹措 3000
元的办公经费，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与此同时，成立宁陕县工会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督导组。邀请媒体宣传工会助
力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广泛深入做好会员
投身脱贫攻坚工作的组织、动员和宣传，
还联合县脱贫办组织表彰 10 名首届脱贫
攻坚劳动模范及一批自强标兵。
先后涌现出了劳模邓庚、李长滨、黄
兴建，脱贫攻坚劳模欧能高、陈代峰、陈国
璐等一大批先进典型，通过示范引领，激
发贫困群众
“我要脱贫”
的内生动力。

劳模对接帮扶贫困村 24 个，占全县贫困
村总数的 60%。
以省劳模邓庚为例，其开办的宁陕荣
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紧紧围绕精准扶贫，
免费发放林麝饲草、五味子等种苗 6 万
株，与贫困户合作种植茯苓 5000 窝，免费
提供菌种及栽培技术，收购林麝饲草 6 万
余斤，吸收贫困户在园区入股，年分红 18
万元；新增土地、林地流转 1200 亩；吸纳
40 户贫困户 62 人在园区务工。共计支付
务工工资和土地、林地流转金 80 余万元，
累计带动脱贫 35 户 119 人，人均增收超过
2000 元。
另外，宁陕县总工会充分发挥专家技
术劳模专长，采用“劳模+志愿服务+贫困
户”模式，组织科技界 9 名劳模、农林水界
12 名劳模、法律界 1 名劳模、卫生界 5 名
劳模及社会爱心人士，成立 60 个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产业服务团、专家技术服务团
及志愿者服务团，输送技能技术，帮助贫
困村、贫困户开展技术咨询 680 人次，技
术服务 540 人次，法律服务 65 人次，举办
技术讲座 11 场次，切实解决了贫困户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截至目前，宁陕全县各级劳模投入资
金 2260 万元，扶持项目 5 个，解决贫困户
就业 336 人，贫困户平均增收 2000 元，助
力贫困户脱贫 106 户。

快递员有﹃家﹄啦

■工会纪事■

奋力争先

深化优质服务
树立文明风尚

镇安县总工会牢固树立文
明意识，在干部职工之间组织开
展移风易俗、文明交通、文明上
网、文明礼仪、文明用语等活动，
提高干部职工的文明素养。
2016 年至今，推进“爱心超

市、爱心药店、爱心诊所”三爱活
动，为职工提供 891 个岗位；投入
224 万元用于“金秋助学、生活救
助、大病救助”三助活动等。认
真落实工会承担的定点扶贫任
务，做好驻村帮扶工作，推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各项政策措
施的落地生根。着力做好为农
民工服务工作，开展农民工会员
实名制普查，有针对性地做好农
民工入会工作，不断扩大工会组
织对农民工的覆盖面。
镇安县总工会大力加强职
工文化建设，并积极打造职工文
化阵地，开展了各类职工文化主
题活动。组织开展慰问一线职
工演出活动，邀请县剧团和县老
年艺术团，深入到柴坪、达仁、东
川、西口、茅坪等镇，以及 3 家企
业开展 10 场慰问演出活动，丰富
了干部职工的业务文化生活。
全县评定省级职工书屋示范点 2
家，市级职工书屋 4 个，打造建设
县级职工书屋 10 个，并在全县推
广使用电子职工书屋，发放职工
读书卡 1750 多张。
而今，镇安县总工会将继续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加强党
的建设前提下，坚定政治方向，
凝聚奋进力量，依托精神文明建
设，以职工教育引导新方式强化
思想政治教育，以职工建功立业
新载体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以职
工维权新抓手提升维权服务水
平，以改革创新功能夯实基层组
织基础。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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