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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企业将建百余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报纸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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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
在由全国
党建研究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指导，
《中国企业报》集
团、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中国
企业研究院主办的
“第十六届中国企
业发展论坛全国企业党建研讨会”
上，发布了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将
在全国企业建设百余个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报纸展览馆”
及党建示
范基地，汇集百年报纸以展览的形
式，
鉴证建党百年历史成就。
据了解，
所建百个展览馆、
红色
文化园，
突出
“汇集红色经典，
讲述红
色故事，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在中国收藏家协会指导
下，整合全国红色收藏资源，汇集全
国经典的红色收藏（艺术）品，
利用展
（藏）品讲好中国故事，将“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报纸展览馆（文化
园）”建设成为各级媒体和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的平台，
并将其打造成为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传统教
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
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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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党建云平台：
党建传云 “链”上初心
本报记者 石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
委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对党的
建设的影响，做到网络发展到哪
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党的
十九大也提出，各级党委要增强
改革创新本领，善于结合实际创
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在
互联网已成为重新塑造党建新环
境、新模式的当下，
运用互联网思
维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加快实现
网络功能与组织功能的深度融合
势在必行。
为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模式与
互联网的结合方式，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智慧党建云平台启动中
企领融智慧党建云平台建设项
目，
开发“智慧党建云平台”，
紧抓
基层党建工作，利用“互联网”手
段帮助基层党组织改进党员学习
教育管理方法，加强网络舆论的
正面引导，助力基层党组织强化
支部的政治功能、学习功能、桥梁
纽带功能、民主监督功能等方面
全面提升。

党建云：技术和信息
共融
当下，党建工作面临着全新
的挑战。个别党员理想信念的摇
摆、对党员监管教育环节的薄弱、
基层党建方式的单一、社会舆论
得不到引导等现象依然长期存
在，
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任重而道远。在此基础上，智慧

业务介绍
（1）职工健康——慈信（北
京）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职
工健康保障联盟的发起及执行
单位，
旨在移动医疗云和健康大
数据体系支持下，
整合国内外优
质医疗资源，
建设专业的全国性
全科医师团队执业平台，聚合
“专科+全科”协同诊疗体系，衔
接各三甲医院顶级资源直接下
沉到基层医疗，
助力国家分级诊
疗制度的完善，
创新发展我国职
工以全科诊疗为基础的管理型
医疗服务，
全方位全周期全人群
保障我国职工及家庭健康。目
前已在全国 31 个省的 700 多家
三甲医院全科医学服务体系支
持下，携手慈铭体检、美年大健
康等战略合作伙伴，通过 500 多
家职工健康保障中心，
为全国十
几万家企业约 3000 万职工提供
全面健康保障服务。

党建云平台应
运而生。然而，
如何做好智慧
党建云平台，并
没 有 先 例 可
言，平台上有哪
些用户？用户
想在平台上解
决什么问题？
这都是当下面
临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
据介绍，中
企领融党建云
平台主要针对党委书记、支部书
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以及群众五
种使用人群，针对于此平台有严
格的角色划分和权限划分，不同
身份管理的范围和业务内容也不
尽相同。由此可见，运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可弥补党建工
作中遇到的“大而全”问题，与党
建工作完美结合和互补。
据了解，中企领融党建云平
台可以提供完备的党员学习、管
理和监督系统，为党内管理提供
了有力抓手，
并通过积分、记录等
对 组 织 进 行 实 时 记 录 、实 时 管
理。灵活、全面的宣传系统和开
放注册的机制，也能让群众加入
进来，
第一时间了解党的方针、政
策、精神等，
为群众架起与基层党
组织沟通互动的桥梁，引导广大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智慧党建云平台为组
织生活提供全过程管理，利用互
联网的实时性，
准确记录“三会一
课”相关内容，
并直接记录到支部

动态当中，以“时间树”的方式分
类呈现；智慧党建云平台可以为
支部工作提供全面的功能支持，
包括工作通知、会议通知及管理、
活动通知、支部群组、支部动态以
及和党务工作相关的新党员发
展、党组织关系转移、组织地图、
党费缴纳等；智慧党建云平台可
以为党组织提供强大的党员朋友
圈、群众随手拍以及书记信箱等
功能。

智慧党建：让党建工
作全过程呈现
让党组织真正团结起来，首
当其冲要让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融合起来，让党建工作“摸得着、
看得见”。
据了解，中企领融党建云通
过智慧党建平台清晰掌握支部标
准化建设的工作开展情况、
工作落
实情况，
掌握各党委、各支部的数
字化运行情况等。同时又注重党

中企领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中企领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报》集团携手宝钻
资产管理集团旗下北京商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
是一
家专业的企业信息化服务提供商。集成物联网、
区块链和大数据技
术，并通过大规模部署和实现单元化数据采集节点的互联互通共
享。通过深入融合企业，依托地方政府，在职工健康、公益基金、拥
军爱警、
安全教育、
供应链等多个模块构建全面的业务合作平台。
（2）公 益 基 金 —— 中 企 领
融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和“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 把雷
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的
号召，公司筹备发起成立公益
专 项 基 金 ，开 展 各 种 公 益 活
动。拟成立专项基金将支持雷
锋精神宣传活动，捐建雷锋小
学和雷锋文化传承馆，发掘新
时期区域和地方雷锋文化故
事，帮扶因学雷锋做好事而致
残致病的英雄人物，为我国的

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3）拥 军 爱 警 —— 中 企 领
融成立拥军爱警工作部。
“爱国
拥军爱警活动”是一项国家和
社会倡导的公益性活动，旨在
新时代凝聚各方力量在全国营
造良好的拥军爱警氛围，引导
更多的有正能量的民间爱国拥
军爱警企业家，拥军爱警人士
参与支持部队建设，关心军人
生活、警察生活，关心军人家庭
等，发动更多的民间拥军爱警
力量关爱困难老兵、困难军属。

建工作的统一管理与各党委党建
工作的特色和品牌，
在以企业集团
党工委统一管理而又不丢失每个
单位的情况下，
后台管理可实现以
企业集团党工委向下进行分层管
理。在使用端每一家单位都有自
己独立的界面、
权限、
功能、
数据。
与此同时，中企领融党建云
平台具备开放性，防止信息孤岛
情况的发生。党建工作要与业务
工作相融合，所以赋予了平台开
放友好的特性，提供标准接口及
党务组织结构与行政组织结构并
存的机制，能够实现与业务系统
和其他相关系统的对接，保障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满足党建工作涉及的层级、权限
复杂而精细，智慧党建云平台具
备严格的权限和灵活的配置方
式，以适用于各级党组织进行党
务工作的管理。满足了党员与党
员、支部与支部、党委与党委间的
充分交流，
有效解决经费少、不能
外出考察等难题。

（4）安 全 教 育 —— 中 企 领
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始终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
化红线意识”的指示精神，联合
相关部门和社会企业，践行应
急救援、安全教育，通过一系列
标准测试测量人和教育在其年
龄段的安全意识、安全常识、安
全方法的掌握及运用水平，提
升生命的综合能力。
（5）供 应 链 —— 中企领融
携手世界诺丽集团将通过物联
网技术让人、
物、
信息、
资金在商
业的网格中互通互联，
实现线上
线下一体化四流合一的精准运
营，并具备 RFID 电子标签与供
应链各节点单元化设备的设计
和生产能力，
行业应用软件的开
发和系统集成能力、
跨区域跨产
业链及跨不同行业供应链各节
点数据采集设备及物流设施装
备机具部署和数据连接运营服
务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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