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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珠北模式：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新探索
黄春兰 张红梅

点击关键词

2012年是基层组织建设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立“书记抓、抓书记”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制并要求落到实处。从 2012年 3月至 12月，广东省委组织部
在全省部署实施了抓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要求全省各

级党组织书记亲自挂帅，借鉴了经济项目的运作办法，调动多

方资源，有效破解基层党建工作的难题，打造推广创新品牌，

以带动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党的建设提出

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

须抓好八个方面的重要任务”的论述。

其中基层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是党的建

设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新

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问题，科学

把握基层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激发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内在动力。

南粤大地春潮涌动，在基层党建创

先争优中，从今年 2月开始，广东全省
就大规模地实施抓基层党建创新“书记

项目”。经过评审筛选，广东 100个基层
党建创新“书记项目”进入省级项目库。

作为广东省交通集团创先争优活动涌

现出来的典型，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京珠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京珠北分

公司”）榜上有名。

在今年 6 月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
会上，京珠北党总支作为全国 1000 个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央表

彰。京珠北党总支作为全国创先争优的

先进典型，被认为是国有企业基层党建

工作的一面旗帜，形成独特的京珠北标

准、京珠北精神、京珠北文化，受到上级

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个在粤北崎岖山道上的基层党

总支为什么会被广东省委组织部“书记

项目”立项入库？这个自 2008年冰灾以
来就受到全国关注的路段上的党总支

为什么会获得全国、全省的“2010—

2012年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的荣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广

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珠北分公司。

“地处粤北山区，环境恶劣，隧道

多，线型险峻，交通事故多发，保畅通

难度很大。”这是外界对京珠北路段的

认知，作为广东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

营运管理大家庭的一员，京珠北分公

司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在

2008年的抗冰保畅工作中，京珠北分
公司表现非常出色，用 9天的时间打
通了这条广东连接外省的生命线，受

到了广东省政府的表彰，京珠北人敢

打硬仗，善于创新，永争一流的精神一

直传承下来，这是京珠北分公司独特

企业文化的内涵。

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温

国辉表示，京珠北分公司精神彰显“言

行合一”。“要干就干最好、要争就争第

一”是京珠北分公司一贯以来的工作

作风。一直以来，京珠北人注重言行一

致，不夸夸其谈，而是朴实无华、用心

说话、言行合一。“言行合一”正是京珠

北人勤勉务实、踏实肯干、兢兢业业的

生动表现。

“京珠北文化、精神与新时期广

东精神深度吻合。”广东省社科院专

家表示。在今年 5 月开幕的广东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上，大会报告中首次公

布了新时期广东精神，即“厚于德、诚

于信、敏于行”。“厚于德”侧重于对优

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广东精神的

来源和基础；“诚于信”侧重于对以诚

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市场经济伦理

的融合和坚守，是广东精神的时代要

求；“敏于行”侧重于对敏行、敢为、实

干的当代广东鲜明特色精神的彰显，

是广东精神不断发展并永葆生机的

内在动力。

据了解，近年来京珠北分公司在

广东省交通系统内创造了诸多第一。

全省第一家推行“严管路”，道路交通

事故率下降了 78.9%；全省第一家推
出与高速交警探索双向互动工作模

式，路段轻微事故处理速度从 35分钟
缩短为 17分钟；全省第一家设立交通
协管员机制，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高；

全省第一家推出优质客户作为 VIP客

户会员制，提供贴心服务、超值服务；

全省第一家建立拯救业务工作体系，

一年来，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各类信

息 4万多条，帮助或救助司乘人员 300
多人次，顾客满意度持续提升。

温国辉在京珠北分公司调研时就

号召省属企业向京珠北分公司学习，

以京珠北党总支为标杆，在国资委系

统掀起“学标杆、对标杆、赶标杆、超标

杆”热潮。省国资委、省交通集团、省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先后发文，号召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京珠北党总支学

习。一年来，来自全国及广东的 45 个
基层党组织先后组织党员到京珠北分

公司参观调研，交流经验。

一年来，京珠北分公司共组织群

众评议会 40 多场次，参与评议 1250
人次，邀请客户代表和义务监督员召

开评议座谈会 10余次，群众满意度高
达 99.8%。数字背后是京珠北分公司党
总支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机

制，通过完善“三套体系”，实现党建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创

新型”党组织。

京珠北分公司总经理田增华介

绍，在开展国有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具

体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京珠北分公司

始终将关注点放在提升党员素质上，

放在规范内部体制上，放在管理理念

创新上。根据《广东省国有企业优秀共

产党员的具体标准》，结合不同岗位实

际，制定涵盖 17个岗位的优秀共产党
员具体标准，让广大党员明确努力方

向，使优秀共产党员的评价走向制度

化、规范化。

与此同时，京珠北分公司对原有

的党建工作制度、规定、流程等进行梳

理，制定并出台了《京珠北分公司党总

支党建工作手册》，包含了党建工作制

度 30项，党建工作流程 25项，实现了
党建工作程序化控制、持续化改进。而

为了总结创先争优活动经验，京珠北

分公司还建立并出台了《京珠北分公

司党总支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包括 8
项工作机制共 22项工作制度，使创先
争优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结合岗位实际，从群众的需求出

发，京珠北分公司向社会公开 14 项
服务承诺，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承诺践诺情况、为民服务活动

开展情况等作为群众评议的重要内

容。田增华表示，京珠北分公司建立

了一季一评议、半年一小结、年终一

总评的群众评议制度，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群众评议工作长效机制，把

群众评议作为检验为民服务质量的

经常性工作。

在去年 11 月，广东省国资委在
京珠北分公司组织召开的国有企业

优秀共产党员具体标准学习座谈会

上，连续收费无差错超过 1 亿元，成
为广东省首位亿元无差错收费能手

的黄艳艳就分享过一个故事。由于前

面一辆汽车所付的过路费全都是 5
元、10 元的小钞，她在收费时多耽误
了一些时间，后面的小轿车驶进来

后，司机摇开车窗，张口就骂。这时，

她的班长走进了收费亭，面带微笑真

诚地向司机道歉。司机掏出钱来，揉

成一团，狠狠砸在了班长脸上。但班

长按照程序收完费后，依旧微笑着道

了一声：“请走好”。

班长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给黄艳艳带来深深的震撼，黄艳

艳表示，通过这件事就时刻告诫自己，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需要娴熟的

业务，还需要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

忍耐力，需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断

和机警力，努力发挥标杆作用。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开展基层组

织建设年”的各项部署，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立

“书记抓、抓书记”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制，从今年 2月开始，广东全省实施抓
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

对此，广东省交通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朱小灵介绍，该集团“书记项目”

的主题是：打造党建示范工程，提高党

建品牌效应，目的是把广东省国有企业

优秀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细化到各个

工作岗位，培养树立一批具有示范辐射

效应的优秀共产党员典型，建立创先争

优的长效机制，打造过得硬、叫得响、推

得开的党建品牌。

广东省交通集团的具体做法是：

选树一批“业绩突出、感召群众、引领风

尚”的党员标兵；创建“两个平台”：即创

建党员交流平台和党员远程教育平台；

完善“三套体系”：本单位优秀共产党员

具体标准体系，基层党建工作制度体

系，党员服务群众体系；开展“四项活

动”：即开展“入党为什么、为党做什么”

大讨论，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开

展“两岗三亮”活动，开展“三无五先锋”

活动；做实“五项服务”：即服务发展 ,服
务基层,服务员工,服务司乘,服务社会。
“当集团在申报抓基层党建创新

‘书记项目’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京珠北。”朱小灵介绍，京珠北分公司的

基础好，它有干事创业的好班子、创先

争优的工作机制、和谐思进的文化氛

围、素质优良的党员和群众队伍；其次，

京珠北分公司的创先争优工作虽然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需要把它变为一种

长效或常态机制，这样由京珠北党总支

来承办“书记项目”，正好可以使京珠北

分公司的创先争优工作更上一层楼。

朱小灵介绍，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

始终坚持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用

行动服务社会群众，浓厚的政治氛围使

党建工作内化于党员、职工之心，外化

成为民服务、争当先锋之行动，形成了

颇具京珠北特色的基层党建工作文化。

“先进示范作表率，典型引路当标

兵”是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实施“书记

项目”的一大特色、亮点。据了解，京珠

北党总支按照广东省国有企业优秀共

产党员“五标兵”具体标准，结合营运工

作的实际，建立了 16个党员先锋岗和
17个党员示范岗，成立了“党员先锋
队”和“党员突击队”，选树了 9 名“标
兵”。其中项目实施以来，“京珠北”涌现

了包括黄艳艳在内的 2名亿元收费无
差错收费能手，52 名千万元无差错能
手。

标杆示范
“书记项目”闪耀京珠北路段

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结合营运工作的实际，成立了“党员先锋队”

和“党员突击队”，选树了 9名“标兵”。

标准引领
理念创新提升党员素质

京珠北分公司制定涵盖 17个岗位的优秀共产党员具体标准，出台
《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党建工作手册》等标准化制度。

精神铸造
丰富新时期“广东精神”内涵

“要干就干最好、要争就争第一”是京珠北分公司一贯以来的实干

作风。一直以来，京珠北人朴实无华、用心说话、言行合一。

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

就认为企业是经济组织，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追求效益最

大化为目的，只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

作就可以了，无需设立党组织。

来自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珠北分公司的发展实

践表明，无论企业改革发展处于任何时期和阶段，企业党建

工作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可以转化为

企业的发展优势。那么，京珠北分公司成为新时期国企基层

党建标杆的原因有哪些？

首先是京珠北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把握新形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企传统党建格局发生

了巨大变化，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发展变

化。

京珠北党总支找准新时期党建工作为企业发展服务的

最佳结合点，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新方法。

在这里，企业的党建工作内化于党员、职工之心，外化成为

民服务、争当先锋之行动，形成了颇具京珠北特色的基层党

建工作文化。

其次是京珠北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树立新理念。

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国企基层党建工作需要不断

提出新思路，采取新举措，解决新问题。思想支配行动，理念

影响决策。有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决策部署和

发展成效。

京珠北分公司通过打造党员标杆示范工程、教育培训

示范工程、规范管理示范工程和为民服务示范工程，切实解

决了国企共产党员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起到了以点

促面，为全面提升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京珠北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探索新模式。

京珠北分公司的基础良好，这里的创先争优工作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但创先争优、为民服务永无止境，需要把它变为

一种长效或常态机制。

“书记项目”的出现恰逢其时，京珠北标准、京珠北精

神、京珠北文化等丰富了国企基层党建品牌内涵，推动“京

珠北模式”的形成，使之成为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建工作标

杆，为国企基层党建探索出新路径。

京珠北分公司是基层党建创新的标杆，整个国资系统都

要向京珠北对标，向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省交通集团学习，

要在省国资系统、省属企业甚至在全省国有企业内大力弘扬

京珠北文化和京珠北精神，实现“墙内开花墙内香”。

———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温国辉

京珠北的党建工作基础扎实，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

做法，在创先争优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创先争优、为

民服务永无止境，需要把它变为一种长效或常态机制，由京珠

北党总支来承办“书记项目”，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使京

珠北的创先争优工作更上一层楼。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小灵

京珠北的“书记项目”选题精致准确，切合交通企业实际，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是名副其

实的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是广东省交通系统的党建品牌，值

得在全省、全国交通系统推广。

———交通运输部政策法规司宣传处处长李占川

“书记项目”

声音

论道

国企党建的京珠北启示

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抓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目”启动仪式

京珠北分公司党总支召开“入党为什么 为党做什么”大讨论交流会

黄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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