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职工与企业的“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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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章晓华

党务工作老兵的“新”常态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务工作部部长

燕山石化威立雅水务公司东区水净化车间党支部书记

“我负责党务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党龄都30年了 。” 李兆新笑着对记者
说。 李兆新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
委委员、 党务工作部部长， 也是党务
工作的一名老兵。

在李兆新眼里， 能在北京市供销
社负责党务工作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
情。 “供销合作社拥有独特的政治渊
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供销合作社是
党直接领导的、 成立最早的经济组织。
早在红色苏区 ， 党就建立了合作社 。
党中央由西柏坡进入北京城后， 马上
成立了北京市供销社。” 李兆新一下打
开了话匣子。

正是由于供销社文化中的红色基
因， 让李兆新感到自豪的同时， 也感
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我一定要把党
务工作做好， 让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在
北京市供销社传承下去。”

坚持 “四个意识 ”， 吃透上级精
神， 然后发挥雷厉风行的作风去执行。
这是李兆新对自己提出的 “三步走 ”
工作要求。 “只有吃透上级党组织要
求、 精神， 才能在工作中始终把握正
确的方向。 否则， 方向错了， 再努力
都是白费力气。” 于是， 在党建工作推

进过程中， 及时将上级文件精神、 党
建工作要点、 工作推进步骤向每一名
党务工作人员讲深讲透。 通过党组织
书记培训、 座谈交流、 微信党课等各
种形式提高党员素质。

“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我们就
可以大步往前走了。” 尽管李兆新是一
名老兵 ， 但工作中他却一直保持着
“新人 ” 的心态 。 “我马上就要退休
了， 然而需要我学习的新东西还很多，
需要创新的方面还很多 ， 内容创新 、
方法创新、 制度创新， 需要我们党务
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断努力。 所以， 我
是老兵 ‘新’ 常态。” 李兆新说。

工作中的李兆新也是这样做的 ，
不拘于形式、 不走样。 “我们单位的
下属单位北京百花蜂业股份公司， 结
合本单位生产的特点， 利用每天吃中
午饭的时间去学习 ， 观看视频党课 ，
既不影响生产经营又给大家提供了一
个共同学习、 共同交流的机会， 就是
一个不错的学习形式。”

多年的党务工作经验， 让李兆新
找到党务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之间的
连接点。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国有企
业党建工作内在规律和自身特点， 就

是党建工作要与经济工作有机结合 。
如果简单地为党建而抓党建， 就会发
生 ‘两张皮 ’ 现象 ， 如果稍有放松 ，
就会形成 ‘一手硬一手软 ’ 的局面 ，
使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高度融合， 是
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的必修课。”

“只要大家动脑筋 、 齐心协力 ，
我们的党建工作就能开展好。 我们抓
基层党支部建设工作的创新方式， 取
得了很实际的效果， 现已在市供销社
系统全面推广。” 针对市供销社经营网
点分布广， 党员分布分散等情况， 针
对支部书记兼职多、 精力分散等情况，
供销合作总社大力推进了 “党建工作
量化管理”， 全面推广了北京世欣东方
集团党委的经验。 “党建工作量化管
理” 把基层支部党建工作分解为若干

板块。 简历数量考核标准， 月度报表，
年度总评。 把各项党务工作全部实行
数量化考核， 标准化管理， 创新了基
层党建工作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 一名合格的党务工作者的话， 要
不断学习党的先进的理论知识。 国家
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任务， 对企业中
的党务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样， 工作内
容也需与时俱进 。” 这就是李兆新的
“新” 常态。 正是这种 “新” 常态， 让
李兆新慢慢成长起来， 2016年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十九大召开
在即， 李兆新的心情有点激动， 也有
很多渴望， 他相信， 党的十九大将给
国有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国企党建工作也将迎来新局面。

1996年入党的章晓华如今已经算
得上是一名老党员了， 现任北京燕山
石化威立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东区水
净化车间党支部书记， 从事党务工作
二十余年。 “干党务工作， 是跟人打
交道， 工作对象是人的思想意识， 如
何凝心聚力干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章晓华告诉记者。 近年来， 他着力于
打造职工和企业的 “共同体意识”， 已
卓有成效。 水净化车间39名职工， 包
括17名党员在内， 心往一处想， 劲儿
往一处使， 每年的产水量超过2.5个昆
明湖。

说起这个 “共同体意识”， 还要追
溯到 2013年 ， “我始终认为 ， 思想
政治工作， 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
作的生命线。” 章晓华告诉记者， 所以
在 2013年 ， 他在广泛调查 、 掌握员
工思想热点的基础上， 创新思想教育
形式， 组织开展了 “三增” （即增产
1000吨、 增利5000元、 增奖200元） 主
题教育。

章晓华说， 主题教育把企业经济
效益与员工的奖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
让员工在努力工作中感受到对企业 、
对车间、 对家庭的量化性贡献， 并在
车间形成了 “厂兴我荣我富， 厂衰我
耻我穷”、 “看谁工作干得好、 看谁工

作贡献大” 的浓厚氛围。
“作为党支部书记 ， 那段时间 ，

我经常下班组、 到岗位， 对那些重点
对象进行一人一事的促膝沟通， 消除
他们思想中的模糊认识， 引导干部员
工进一步弄清努力工作与公司多产多
收、 车间多得笑脸、 员工多得奖金等
之间的必然关系 。” 章晓华说 ， “三
增” 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干部
员工精调细控、 精益管理的热情。 一
项活动的开展不能虎头蛇尾， 要持续
开展， 方能效果明显。 在公司业务链
调整增加、 车间不再是业务环节的终
点、 产品效益无法直接计算的情况下，
章晓华把 “三增” 主题教育及时调整
为 “三高” 主题教育， 以确保活动的
持久性开展。

所谓 “三高” 是指产量高、 为企
业创效高和职工收益高。 “三高” 主
题同样在车间内发挥着积极作用， 章
晓华笑着说， “所有干部职工的工作
热情不减， 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减，
这让整个车间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非
常浓厚。”

当然， 除了通过党建方式打造职
工与企业的 “共同体意识” 外， 章晓
华对于党内工作也做得一丝不苟， 特
别是对于党员干部职工的要求， 远远

高于普通职工。 章晓华认为： 党员是
党建工作的另一个轮子。 党员的作用
不应该是间断的， 应该是每时每刻的，
并且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

为让党员的日常作用能看得出来，
章晓华组织开展了党员周巡检活动 ，
在促进现场管理提升中较好地发挥了
党员的先锋作用 。 章晓华告诉记者 ，
党员周巡检活动要求所有党员参与其
中， 以党小组为单位， 每天都安排党
员进行专题巡检。

“事实上， 党员巡检是在正常技
术人员巡检基础上， 进行的一次额外
的党员专题巡检， 为装置的平稳高效
运行又增加了一层保障。” 章晓华说，
他的车间主要从事污水处理和回用水

处理工作， 涉及诸多环保指标， 增加
一次巡检， 排查一次隐患， 就是给环
保事业增添一份力量， 给天空多添一
抹新蓝。

17名党员， 他们个个认真， 人人
自律。 章晓华说， 正是因为有着根深
蒂固的 “共同体意识”， 让每一名党员
干部职工，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
奉献， 把对岗位的热爱， 工作的热爱，
化作事业的情怀和对社会的责任。

在章晓华看来 ， 职工与企业的
“共同体意识” 让企业强大， 让职工增
收。 而党员、 群众与国家的 “共同体
意识”， 才直接体现为国强和民富。 他
期待 “十九大” 开启我党更加辉煌的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