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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企业党建之山东永恒信样本
赵乐刚

在沂蒙山区的母
亲河——沂河河
畔 ，一 座 面 积 超 过
2600 平 方 米 的 党 群
服务中心小楼格外显
眼。楼内人来人往，
既有社区居民在这里
喝茶聊天，也有社团
组织参观考察；既有
红领书记为群众解难
题，也有老年艺术家
们载歌载舞。楼外河
岸渔者垂钓，蓝天白
云之下水鸟翻飞，一
派“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之
美景。
这座小楼是非公
企业山东永恒信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主动为
当地社区无偿提供
的，价值超过 5000 万
元 ，并 投 入 500 余 万
元进行精装修。中心
集党员活动、协商议
事、便民服务和文化
活动中心为一体，是
永恒信集团开展党建
工作的重要基地。
山东永恒信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是军工企业临沂鲁光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鲁 光 化 工 在 2016 年
遭遇发展资金困局，
由山东永恒建设集团
注入资金实现完全控
股，重组了鲁光及其
旗下的子公司新舟化
工、利邦机械和鼎力
钙业，组建了永恒信
实业集团。经过三年
的发展，永恒信实业
集团又陆续并购了文
博建筑、羲之酒业、双
园矿业、临沂双语学
校、临沂影视城等十
几家公司，
资产总额达
到 110 亿元。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
永恒信不
断加强和改进企业党
建工作，
以党的建设为
统领，
全面加强企业经
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
作，
确保
“两不误、
双促
进”，为企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和强大动力。

率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
永恒信集团把党建工
作纳入各单位的时间与数
据管理，建立了详细的党员
干部学习计划、教育规划、
活动方案和保障措施。定
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了解党
员思想动态，征集党员意见
建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始终保持党员队伍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按照上级
要求，结合企业自身实际，
经常性地开展党性教育和
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好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党委组织部与纪委对
各子公司的党建工作实行
常态化巡查。子公司和支
部开展党建活动和党性教
育 学 习 ，党 委 全 部 派 员 参
加。同时深入基层生产一
线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
建 议 ，关 注 职 工 学 习 和 生
活，走访困难家庭，较好地

保证了职工队伍的稳定。
近 年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经常讲“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在党的十九大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据这
些重要讲话的精神，永恒信
党委书记、董事长尤如峰敏
锐地觉察到进行党员干部
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
召开党委会，研究在整个集
团公司党员干部和骨干中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为早
日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努
力 奋 斗 ”为 主 题 的 教 育
工作。
2018 年 11 月 初 ，集 团
党委从各子公司抽调 20 名
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学习。

主要内容是：反复研读毛主
席经典著作“老三篇”；学习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党
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规定》；收
看电影《雷锋》
《焦裕禄》
《甘
祖昌》、纪录片《红旗渠》以
及《于成龙》
《铁血将军》等
优秀影视剧；学习现代企业
先 进 的 文 化 和 理 念 ，解 析
《西点军校 22 条军规大全》
等；进行军事化训练。一个
月后进行闭卷考试，成绩优
秀方可准予结业，不合格者
重新学习。党委规定：学习
期间工资奖金照发，不合格
者留级学习，并把自己的工
资作为学费上缴。可想而
知，这看似严苛的规定，激
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积极
性。并且在接受红色文化
的学习中，学员们都能感觉

到一种革命的激情、一种时
不我待的使命感在督促他
们把课目学习好，实践好。
每期学员结业后，由两名党
政班子成员带队，从“韶山、
井冈山、庐山”和“地道战、
西柏坡、梁家河、延安、红旗
渠”两条线路中选取一条，
进行为期一周的红色教育，
接受革命洗礼。
永恒信的学习班开临
沂乃至山东企业之先河，并
形成了制度，到目前为止已

经举办了九期。这对党员
干部转变思想，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
起为企业、社会和国家作出
应有贡献的思想，指导工作
更好地开展，起到了很好的
效果。回到各自的公司后，
他们把工作当事业干，把岗
位当阵地守，在本职工作中
真正发挥了旗帜和先锋模
范作用，成为各方面的优秀
管理者。

集团公司党委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等基本工作制
度，
定期召开党建工作会议、
党群议事会议、职工代表大
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广泛听
取党员、群众和职工代表的
意见建议，为企业发展献计
献策，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
系，从而更好地团结带动广
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到新

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事业中。
永恒信集团坚持党建工
作同经济发展一同部署、狠
抓落实，做到党建工作与企
业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党的
组织机构设置和工作机制健
全，人员配备齐全，党、政、
工、
团和女工委均有专、
兼职
工作人员负责。党组织的活
动与生产经营管理同部署、
同检查、同考核、同评比，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保证监督职
责正常发挥，有力推动了企
业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
永恒信集团领导班子都
是经过层层选拔、严格考核
和多年的政治考验走上领导
岗位的各方面专业人员，他
们对党忠诚，与集团公司步
调一致，作风正派，廉洁勤
政，工作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全
部培训上岗，
爱岗敬业，
具有
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积极的工
作姿态。班子成员是 2018
年 11 月第一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提高认识、
统一思
想，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事
业而努力奋斗”学习班的学
员。为体现重视程度，党委
专门聘请了市委党校教师和
市工商联专家兼职授课，他
们结业后为后来的学习班做
授课老师。
公司设有纪律检查委员
会和监察委员会，并强化纪
监委职能和职权范围，保障
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企业
落实落地，提高了内部规章
制度的执行力。坚持苗头问
题导向，
不定期、
经常性地在
党员干部中组织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针对相关问题苗
头早察觉、
早揭批，
采取对应
措施，
解决在萌芽状态，
既防
范了本人错误行为，也教育
了职工。经常性地搜集警示
教育纪录片，组织党员干部
学习受教育。把制度的严肃
性和教育的深入性有机结合
起来，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
与管理，保持了党员队伍的
纯洁性和先进性。

于担当社会责任，尤其在捐
资扶贫和捐款助学上不遗余
力。为临沂市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向平邑县卞桥镇
左庄村、平邑街道所属 5 个
贫困村、罗庄区义堂镇及白
沙埠镇白沙埠村贫困户，沂
南县高里镇及蒙阴县贫困
户、临沂市工商业联合会组
织的千企联盟助贫帮扶活动
捐助扶贫资金等，包括 160
余户困难农民家庭捐款捐物
共计 300 万元；为蒙阴县、临
港区、
罗庄、
兰山区中小学捐

赠教育经费、图书、助学金、
德育教育建设款、学校建设
款等共计 150 余万元，为临
沂市慈善总会、见义勇为基
金会、青年创业促进会等机
构捐款 550 万元，为平邑县
西部山区修路投入 5200 万
元。另外，无名捐赠 3900 余
万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积极向慈善机构、
红十字会、
公安机关、学校等单位抗击
疫情捐款捐物 350 万元。近
年来向光彩事业捐款，捐资
希望工程，
扶持老年人事业，

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资助
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支持
抗震救灾活动、
地方建设、
见
义勇为，支援地方修路筑桥
等多项捐款共计超过 1 亿
元。鉴于集团在社会公益方
面的贡献，中国红十字总会
为董事长尤如峰颁发了“中
国红十字奉献奖章”。山东
永恒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还
当选为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
副会长单位，尤如峰董事长
当选为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
副会长。

永恒信党委书记、董事长尤如峰

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

永恒信集团在公司章程
中明确了党建工作的总体要
求和工作主体责任，在法理
上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
司治理统一起来，落实党组
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
法定地位。党政班子实行交
叉任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由一人担任；党委成员进入
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班子；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
中的党员进入党委会，以确
保企业积极拥护党的领导，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
业的贯彻落实，积极践行企
业的社会责任，致力于生产
安全环保、参政议政和社会
公益事业，为“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出自己积极的
贡献。

爱心献社会，矢志民拥军
二十几年来，永恒集团
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
时，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关心关注困难复退军人生
活。公司每年定期组织员工
参与双拥活动，经常性地走
访慰问复退老军人、革命前
辈及当地驻军，送去生活用
品、慰问金。曾到北海舰队
走访慰问部队官兵；走访慰
问著名的沂蒙六姐妹中仅存
的两位支前老拥军模范。在
一次活动中偶然了解到本地
驻军空军某雷达站营房年代

久远多处漏水，当即决定出
资、
出料、
出人以最快的时间
帮助修缮翻新了营房。捐资
50 余万元，为当地武警部队
购置电教用品和生活必需
品，
走访看望困难退役军人，
举办
“永恒杯”
全市退役军人
军创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公
司定期召开招聘会，帮助复
退军人就业安置工作，目前
在公司就业的复退军人已经
将近三百人。
与此同时，公司重视加
强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