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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原总编辑、中国企
联原执行副会长冯并：

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
全国企业党建研讨会在京举行

党建强，
企业强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副理事长于武主持大会

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
坛全国企业党建研讨会现场

（上接第一版）
据朱宏任介绍，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关于企业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
发挥企业党组织在高质量经济发展中的引领
作用，发掘全国企业党建先进经验和典型，从
今年 8 月开始，在中国企联和全国党建研究会
的指导下，
《中国企业报》集团深入开展了全
国企业党建调研和宣传报道活动，并同时启
动了全国企业党建典型案例推选和优秀成果
征集活动。这项活动将持续至 2021 年。
“希望
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和优秀成果推广，进一步
弘扬企业党建工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也希望广大的企业积极配合，支持我们开展
这项工作，有关党建的研究机构、领导机关能
够支持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以此迎接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和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胜利
实现。
”

集思广益 共谋发展
在本届研讨会上，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解放军总
后勤部政委张文台，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驻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石
军，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平，中国诚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单忠立，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赵宗仁，海城市石油机械制造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政权分别发表了主旨
演讲。
张文台上将有着丰富的党建领导经验，
他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本届党建研讨会发布
了首批中国企业党建十佳案例。我觉得党建
工作有两个翅膀，差一个都不行。一个是理
论的翅膀，缺乏理论是不行的；一个是实践的
翅膀，缺乏实践经验也是不行的，盲目的实践
是不行的。党建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学
习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善于辩
证统一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思想方法对了
头，
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
石军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面对世界政治、
经济调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们中国
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双重转型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每个企业都会面临重大机遇和严
峻挑战。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因
素急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
情况之下，通过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发挥好党
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对于企业攻坚克难，求生存、求发展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伟新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今天在这里
举办全国企业党建研讨会，优秀的企业党建
案例调研和成果征集活动启动，这就是以实
际行动落实中央的要求，助推中国改革开放
再出发。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改革开放
再出发。要以更大的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
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更大的开放。中
国的企业，包括国企也包括民企怎么样再出
发，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以党的建
设来助推我们的企业再出发。
”
赵平在题为《以党建强基铸魂逐梦“三个
地球”建设》的主旨演讲中表示，
“秉纲而目自
张，执本而末自从”，党组织的领导力越强、作
用发挥越充分、融入生产经营越紧密，组织和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越高，为企业创造
的价值就越大。
单忠立在题为《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
示为指引打造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三融一化”
党建工程》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
2009 年 6 月对中国诚通抓好困难企业学习实
践活动的经验做法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坚持
分类指导，推进改革重组，有针对性地解决实
际问题，真正做到起作用、见实效，两不误、两
促进”。
“十年来，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精神为指引，坚持把强党建作为企业
保增长、快改革的重要保证，着力推动党的领
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入、党建与业务工作深
度融合、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交流融通，把党
组织的独特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治理效能，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
革试点的实践中探索实施了‘三融一化’党建
工程。
”
赵宗仁在题为《发挥党建红色引擎作用
推动阳光保险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中表
示，党建，既为企业高扬风帆，又为企业注入
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非公有制企
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
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
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阳光保险集团
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秉承“党建也是生产
力”的理念，坚持把党建作为企业发展的红色
引擎，注重把党的建设要求与企业发展需求
统一起来，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
建设统一起来，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公司经营管理和创新
发展的优势，引领阳光实现了快速高质量的

发展。
王政权在题为《坚持民企党管不动摇，以
党建统领企业快速发展》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海城市石油机械制造集团公司是中国大型石
油钻采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是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延长石油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是从事能源装备制造、石油钻探工程、能源开
发与油气开采、金融服务多领域综合性大型
民营集团企业。集团党委依靠企业平台，坚
持民企党管，以党建为统领，按照党章和上级
党组织要求，坚持“党建带工建、工建助党建”
党工共建，团结凝聚职工群众，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组织保障。

分享经验 共创辉煌
在高端对话环节，
《中国企业报》集团社
长吴昀国，兖矿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岳宝
德，中国恒天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
王茂学，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李迅，科瑞集团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
夏同民，晋煤集团总经理助理、晋煤集团党建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谷国兴就“提升企业党建
质量，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的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
兖矿集团在 2018 年世界 500 强排名中位
居第 399 位，2019 年位列 318 位，它是山东省
首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企业和山东省属国有
重点煤炭企业。在谈到企业党建工作时，
岳宝
德表示，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探索出
一条“双入双创”的党建工作模式。所谓“双
入”就是把党组织嵌入到企业法人治理中，促
进党建工作效能的发挥。党建工作必须跟生
产经营紧密结合，
为此，
兖矿集团分别从思路、
领导体制、责任体系、保障体系以及考核体系
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四个创新点：第
一，建立了“两个 1%”的保障机制；第二，建立
了
“1+1+N”
党建工作体系；
第三，
树立了
“五大
品牌”
；
第四，
建立了良好的责任考核体系。
王茂学介绍，恒天集团于 2016 年进行了
重组，现在归入中国国机集团。恒天集团从
最初单一的传统的国企纺织机械制造，逐步
延伸到汽车领域、金融领域。
“ 我深深感觉到
国有企业的党建和一个集团一个企业的党建
是密不可分的。”王茂学表示，恒天集团经过
近 10 年的发展，从一个传统单一的行业发展
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公司，这些成绩是
与党建工作分不开的。 （下转第十一版）

党建强，
党建强
，企业强
企业强。
。这个道理和规
律，已经被广大企业和企业家所认识
和接受，
和接受
，企业党建已经越来越被摆上
企业发展的重要日程，
企业发展的重要日程
，并且日益形成
影响和显示出重要作用。
影响和显示出重要作用
。
今天举办的研讨会只是我们开
展企业党建研讨活动的开始，
展企业党建研讨活动的开始
，今天启
动的全国性企业党建调研活动和全
国性企业党建成果征集活动，
国性企业党建成果征集活动
，将一直
持续到 2021 年建党百年
年建党百年。
。伴随这两
大活动，
大活动
，我们将持续举办各种方式的
研讨活动，
研讨活动
，将不断推出企业党建优秀
成果，
成果
，并以各种方式加以推广
并以各种方式加以推广、
、弘扬
弘扬，
，
推动和促进企业党建工作典型引领，
推动和促进企业党建工作典型引领
，
不断发展创新。
不断发展创新
。
我们希望广大企业积极参与我
们的调研活动和成果征集活动，
们的调研活动和成果征集活动
，共同
推动党建工作创新、
推动党建工作创新
、发展
发展，
，为确保企
业的政治方向、
业的政治方向
、为确保企业的科学发
展 、为焕发企业发展动力
为焕发企业发展动力，
，为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
，
而共同努力奋斗！
而共同努力奋斗
！
借此机会，
借此机会
，
发布三条消息：
发布三条消息
：
1、为帮助提高企业党建质量
为帮助提高企业党建质量，
，
《中国企业报
中国企业报》
》集团联合专业团队打
造的中企党建云—
造的中企党建云
——智慧党建系统
已经成功上线，
已经成功上线
，将成为企业党建的得
力助手。
力助手
。
2、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周年，
，汇集百
年报纸，
年报纸
，鉴证建党百年历史成就
鉴证建党百年历史成就—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报纸展览
馆 ”建设全面启动
建设全面启动，
，将在全国各地建
成百个党建示范基地。
成百个党建示范基地
。
3、在本届研讨会即将落幕的同
时，我还要欣喜地告诉大家
我还要欣喜地告诉大家，
，
“第十六
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全国企业党建
调研活动暨企业党建成果案例颁奖
烟台峰会”
烟台峰会
”也已基本筹备就绪
也已基本筹备就绪，
，烟台
峰会初步确定的主题是“党建引领促
效益，
效益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 很巧
合 ，此次烟台峰会召开的时间也是
29 号，
是 11 月 29 号。
烟 台 的 经 济 总 量 在 全 省 17 个
地市中排名第二，
地市中排名第二
，增长速度连续多
年位列第一。
年位列第一
。 今年
今年，
，烟台自贸试验
区获得国务院批准，
区获得国务院批准
，烟台市被列入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烟
台市政府把“ 仙境海岸
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
鲜美烟台”
”
作为新的城市形象，
作为新的城市形象
，正在着力加快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聚集释放
新动能，
新动能
，加快夯实战略支撑
加快夯实战略支撑，
，加快提
升城市功能，
升城市功能
，加快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优化营商环境，
，打
造制造业强市、
造制造业强市
、海洋经济大市
海洋经济大市、
、宜业
宜居宜游城市和现代化国际滨海城
市 。 欢迎各位拨冗出席
欢迎各位拨冗出席，
，莅临指导
莅临指导，
，
我们期待着在美丽的烟台再次相
聚！
（本文根据冯并在第十六届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全国企业党建研讨会
上的致辞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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