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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人大代表风采录
驿城区人大常委会 驻马店日报社联办

“人大常委会委员不仅是一份崇
高的荣誉，还是一份责任和担当。”7月
30日，驿城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筑
梦律师事务所主任何银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作为一名来自新的社会阶
层的人大代表，他时刻牢记人大代表
的职责和使命，23年义务为全市1万
余名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平凡的
岗位做着不平凡的事，收获着快乐和
满足。

法律援助献爱心
提高藏区群众法律意识

如何履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
当代表为人民的承诺？如何把人民
群众的声音传上去？何银富认识到，
要履行好人大代表职责，就要保持
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样才能
撰写出高质量的人大建议。2021 年
6月，何银富决定放弃家乡舒适的生
活条件，远赴西藏成为我市首位援
藏律师。

到服务地的当天，何银富放下行
李就立即开展法律宣讲、接待群众来
访等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高西
藏人民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
用法的法治意识。

一年来，何银富不仅面临道路
交通不便、语言沟通困难等问题，还
要克服高原恶劣环境带来的挑战。
由于气候干燥和高原缺氧，他经常
出现嘴唇发紫、流鼻血等症状，夜晚
睡觉时常因缺氧而惊醒。在去工作
的路上，他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
雨，有时一天能被淋几次，但仍然坚
持准备课件，主动深入学校和机关
单位，组织举办 40 余场法治讲座，
受教育群众达1000人次，把法治意
识传播给藏区群众，促进藏区群众
学法、守法、用法，提高法律意识，维
护自身权益。

何银富走遍了类乌齐县的10个
乡镇，成功帮助藏区群众代理案件
30余起，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000余

次，代写法律文书 200 余件。今年 3
月，何银富服务团队代理昌都市一
区十县当归种植合同纠纷一案，不
仅为昌都市一区十县政府解决了当
归种植难题，还为政府规避了数百
万元的经济损失。他在办理聂某贪
污案时，提出聂某部分犯罪事实构
不成贪污而是挪用公款的辩护意见
被当地法院予以采信，达到了惩戒
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在办理胡某
合同诈骗案件时，当地检察院采信
他的取证并做出对胡某不予起诉的
决定。他在办理一起盗窃案件时，提
出被告人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被
当地检察院当庭变更量刑，由原来
的建议判刑1年4个月调整为1年2
个月。

助力残疾人维权
让残疾人享受美好生活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我和我的律师团队，既是基层
参与法律服务的联络站，又架起了与

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何银富说。从
1999年开始，即使在援藏期间，他远
隔千里也时刻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
发展，尤其不忘为家乡困难群众提供
服务和帮助。2020年5月13日，驿城
区香山街道闫楼村的朱某在下班途
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脑干受
损、全身多处骨折。经法院一审调解
不满意，朱某通过亲戚找到他请求法
律援助。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案件很快
再审，用人单位一次性拿出7万元的
医疗费用，朱某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这只是他23年来成功帮助残疾人维
权的一个缩影。

23年来，何银富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为残
疾人义务宣讲法律、解答法律疑难、无
偿代写法律文书，在政府与残疾人、社
会与残疾人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与信
任的桥梁。

何银富经常骑着他的那辆老旧摩
托车，在九县两区留下足迹。他不仅无
偿帮助残疾人打官司，为至少500名
残疾人代理案件，还义务举办23场法
律宣传讲座，传播法律知识，参与人员
达1万人次。不少人劝他：“整天和那些
残疾人打交道，又累又辛苦，还不挣
钱，图个啥？”

面对别人的质疑，何银富常常一
笑了之。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仍
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维护
着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平
与正义。

天道酬勤，业道酬精；冬去春
来，花落花开。近年来，何银富先后
荣获援藏律师服务团表现突出奖和
省优秀人民调解员、省律师行业优
秀党员律师、2019 年度驻马店市金
牌调解员、市平安建设先进个人等
称号。2021 年 11 月，他被市全面依
法治市办公室聘为法治督察员。
2021年 12月，他被市委聘为法律专
家库成员。

何银富时刻牢记自己的人大代
表身份，把为人民服务、当好人大代
表作为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承诺，
并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驿城区人
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工作者为民服
务、回报社会的信念，在推进法治建
设高质量发展中履职尽责、彰显时代
风采。①8

何银富：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记者 张新理 姚 晶

何银富在为藏民提供法律援助。⑥5（资料图片）

在项目工地打完地基桩的建筑工
人端起绿豆汤一饮而尽，快递小哥高
兴地接过工会送的“清凉大礼包”，高
速路口的防疫工作人员收到贴心的防
暑用品，一线医护人员在工作岗位上
收到贴心的防护用品……这些都是市
总工会2022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
动的生动剪影。

“夏季送清凉”活动是市总工会
四季帮扶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积极落实“五大行动、十项实
事”的具体实践。该工会下发《关于
做好 2022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对全市工会“夏季送清凉”活
动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活动时
间、慰问对象、活动方式，要求各级
工会履行职责、制订方案、精心组

织，采取多种形式、创新服务方式，
为高温条件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
送去关爱。各级工会深入基层、一线
广泛调研，一改往年送绿豆、毛巾、
纯净水“老三样”，根据职工实际需
要丰富慰问品种类，涵盖日化用品、
食品、防疫药品、设备 4 大类 30 多
个品种。

“全市各级工会以‘夏季送清凉’
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改善职工工作环境，落实防暑
降温措施，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
益，督促企业关注、关心和回应一线职
工的诉求，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市总工会负责人说。

入夏以来，气温连连升高。每天奔
波在室外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

业形态下的劳动者坚守岗位、挥汗如
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也牵挂着工会

“娘家人”的心。
5月20日，市总工会联合市交通

运输局、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展“5·
20”公交车驾驶员关爱日暨“夏季送清
凉”活动，标志着2022年“夏季送清
凉”活动全面启动。

市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开展此
次活动，是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有效增强工会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让新业态劳动者真正感
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并为新业
态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及问
候。

7月27日，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带领“夏季送清凉”活动慰问组到开发

区驻胜实业骑手驿站（美团外卖）、市
市容环境卫生中心、市公安局高速交
警支队和京东物流驻马店智能分拣中
心，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交警、快递
员等一线职工送去慰问物品。活动现
场，慰问组向参加活动的劳动者代表
发放了矿泉水、毛巾、香皂、花露水等
防暑降温慰问物资。一份清凉、一份关
怀、一份爱心，“夏季送清凉”活动不仅
送去了工会的清凉和关怀，还表达了
对户外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可。

据了解，自5月20日市总工会开
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以来，历时2个多
月，全市各级工会共投入慰问金160
多万元，为177家企事业单位送去清
凉，让广大一线职工感受到工会“娘家
人”的贴心与关怀。①8

炎炎夏日送清凉 丝丝凉意润心田
——市总工会组织开展2022年“夏季送清凉”活动小记

记者 张新理 通讯员 韦 黎 李永胜

为提高老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防
骗能力，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8
月 1 日，市总工会组织职工志愿服务
队开展“养老防诈骗”主题志愿服务宣
传活动。

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册、讲解案例等进行预防养老诈骗宣传，
叮嘱老年人要提高反诈骗意识和防骗
能力，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⑥5

通讯员 唐涟漪 晁绪龙 摄影报道

防诈宣传进社区

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张新理 通讯
员 李丰产）为营造拥军优属浓厚
社会氛围，7月30日，上蔡县总工
会召开“八一”建军节退役军人座
谈会。

座谈会上，该县总工会负责人
向机关全体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慰问，感谢他们为工会
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会议指出，
退役军人是工会的中坚力量，发扬
人民军队吃苦耐劳、敢打硬仗、作风
严谨和令行禁止的光荣传统，兢兢
业业、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作出

突出贡献，体现革命军人的优良传
统，展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
风貌。希望继续发扬军人以服从命
令为天职的政治品格和吃苦耐劳、
敬业奉献的拼搏精神，不断加强自
身学习，切实提升业务水平，积极投
身新时代工会事业。

座谈交流中，退役军人畅所欲
言，一起重温军旅生涯，分享在单
位的工作体会，表示将继续保持
和发扬军人的优良作风，努力提
高工作能力，为工会各项工作上
台阶作贡献。①8

上蔡县总工会

情暖退役军人 共话美好未来

本报讯 （记者 张新理 通讯
员 李 健）7月29日，新蔡县总工会
组织人员到才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为新业态劳动者送去
电脑、空调等物资，送去党委、政府
的关爱，让他们在炎热的夏季感受
到清凉。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就
业的新业态劳动者涌现，他们的
权益保障备受社会关注。对此，

该县总工会从新业态劳动者的工
作实际和生活需求出发，做好新
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工作。把新
业态劳动者工作与“我为群众办
实事”、工会蹲点活动结合起来，
积极开展调查摸排新业态劳动
者，了解其工作、思想状态和诉
求，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不断提
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①8

新蔡县总工会

关爱新业态职工 当好贴心“娘家人”

本报讯（记者 姚 晶 通讯员
赵 丹）近日，确山县总工会开展“夏
季送清凉”活动，为炎炎烈日下坚守
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清凉。

活动现场，该县总工会为环卫
工人送去防暑防疫用品，并对他们
为城市环境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和感谢，嘱咐他们认真工作的同时
注意自身安全，在高温下工作时更
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避免中暑，让高温下坚守一线
的环卫工人感受到来自工会的关
爱。

该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职工“娘家人”的工会每年为
环卫工人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环
卫工人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及工会
的关怀，表示继续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为该县文明城市建设
添砖加瓦。①8

确山县总工会

情系环卫工 夏季送清凉

工 会 之 窗
驻 马 店 市 总 工 会 驻马店日报社 联 办

本报讯 （记者 张新理 通讯
员 杨建锋）为进一步加快全市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目标，
高质量完成“五个一”建设任务，7
月 29日，市民政局召开全市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五个一”
视频调度会，对全市民政系统落
实“五个一”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落实、再推进。

会议指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五个一”建设任务是书记工
程、省民生实事和市惠民工程，各县
区一定要有清醒认识，拿出过硬措
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推动全市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思想认识再提高，要坚
持把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督
办事项来抓。建设进度再加快，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严格按照省厅要求完成
任务。要素保障再强化，加强用地
用房、资金和人才保障。运营管理
再加强，以建设为中心、运营为保
障，超前谋划，边建设边运营，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要注重打造品
牌，结合本地特色和优势，按照一县一
特色、一县一品牌的要求，着力打造县
区养老服务品牌，总结好的做法和
特色亮点，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

“驻马店经验”。①8

本报讯（记者 姚 晶 通讯员
张群生）今年以来，正阳县民政局不
断加大民生服务保障力度，着力办
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关注的社会
救助、养老服务等问题，以扎实的举
措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该局以服务群众、便民利民为
目标，把城乡低保、特困救助、小额
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
下放至乡镇（街道），同步提高最低
生活保障的财政补助标准、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

该局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
础，建立乡、村、组、片四级网格体

系，落实“十户联保”，推进群防群
治。建立乡镇（街道）“一级网格”20
个、“二级网格”295个、“三级网格”
2818个、“四级网格”9678个，网格
化建设加强基层治理。按照人在网
中走、事在格中办的原则，畅通信息
上报、政策下达快速反应通道，延伸
基层党组织服务触角。

该局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率先开展“医疗卫生＋养老服务”一
体化医养结合新模式试点，医疗机构和
养老机构强强联合，初步建立医疗、
护理、康复和养老资源无缝对接的
机制，缓解老人就医难困境。①8

市民政局

高质量推进“五个一”建设任务

正阳县民政局

积极落实民生实事惠民生

民 政 之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