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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

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

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在实践中，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

领导如何发挥和体现？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党建工作经过

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为国企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政

治核心作用提供了范本。多年来，江铜久久为功，不断创

新，将企业党建这块“红色招牌”越擦越亮，不断把党建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江铜及下属党委先后四次荣获“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集团事业发展也蒸蒸日上。

紧紧围绕企业深化改革与生产经营，创新党建工作载

体，是江铜党建工作的显著特点。他们始终服从服务于生

产经营和管理经营这个中心，使党建工作和行政工作成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回顾江铜 30多年

的发展历史，江铜党委总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把握经济

运行大势，适时推进党建创新，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对公

司发展方式、经营机制、盈利模式以及职工思想观念带来

的冲击，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正常进

行。无论是党代会常任制、党委稽核工作，还是党支部特

色创建、全体党员带动的全员创星活动，都充分表明是创

新成就了江铜党建工作的旺盛生命力。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的方针，抓好基层党建和职工群众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基础工程。而抓好这一工程的关键，就要求企业党

建工作必须深度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全过

程，实现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多年来，江铜始终秉持“生

产经营在哪里‘发力’，党建工作就要在哪里‘加油’”的理

念，着力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跳

出党建抓党建、融入中心抓党建，努力将党建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突出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始终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鲜明指向。当前，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一

些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

缘化，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加强国企党的建设，

就要对着问题去、担起责任来，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国企

改革发展凝心聚力，从而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企业发

展优势，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在 创 新 与 融 合 中 固 根 塑 魂
赖永峰

4 月 5 日，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一
季度全员创“星”榜单刚刚贴出来，路过
的员工都会停下来瞅上一眼。“车间共
有 170 名员工，每次排名，48 名党员基
本都占据了排名前列。”车间党总支书
记张涛指着“星”榜说，过去的“先进”是
评出来的，现在的“先进”，可都是实打
实干出来的。

全员创“星”，是由基层党支部牵头
实施的绩效考核平台，面向江铜 2 万多
名员工，是组织绩效管理的一个有效构
成。“在这个考评体系中，将党员置身于
群众中考核评价，考评内容多于群众，考
核要求高于群众，既能体现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又能有效激发普通职工的工
作热情。”

陈平华告诉记者，贵溪冶炼厂在探
索党政双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探索制
订出涵盖“经济责任制考评”“双文明考
评”“干部绩效考评”“机关绩效考评”和

“全员创星考评”的“五位一体”绩效管理
体系。在这一体系形成过程中，贵冶确
立了“对标最好”的理念。

时间拨回至 2013 年，贵溪冶炼厂刚
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阴极铜单厂产能
过百万吨的铜冶炼厂。然而，就在企业
快速壮大的同时，新的担忧出现了。贵
溪冶炼厂厂长陈羽年指着一份几年前的
技术报表对记者说：“贵冶单厂产能世界
第一，但大多数重要技术指标与世界一
流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规模与效益
极不匹配。”

怎么办？在对全球 75 家冶炼厂和
84 家精炼厂的指标进行梳理比对后，冶
炼厂党政结合绩效管理体系作出了“对
标世界一流”的决策部署。新的“指挥
棒”一出台，就在全厂营造出党政同心、
目标同向、全员同力的良好氛围，全厂上
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

就说“吨铜重油单耗”，2012 年，日本最高水平已经达
到 7.5公斤，而当时的贵冶还维持在 30 公斤，差距悬殊。“别
人能，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对生产工艺和流程的细化、量
化和优化，熔炼车间理出了 47 项控制指标，并逐一进行攻
关。如今，贵冶的“吨铜重油单耗”已降为 5 公斤，一举超过
日本。

记者了解到，除了党委抓稽核、全员抓创星之外，江铜
还搭建出一个支部抓特色的党建新平台。如德兴铜矿、永
平铜矿等矿山冶炼单位推出的“支部双联共建”“比、算、看”

“党建+”“三围两带”“制度化党员义务劳动”，江西铜业（北
京）国际投资公司、上海江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金融贸易
单位推出的“星级党支部评价”、党员“微积分”考评等多种
党建工作载体，形成了“一个支部一种特色，一个支部一个
堡垒”的喜人局面。这些支部特色活动，全部围绕企业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急难险重新”问题立项开展。2003 年以来，
集团 369 个党支部共立项 3173 项，有力推进了企业的科学
发展。德兴铜矿总会计师万木根高兴地说：“以前干部职工

‘遇到党建绕着走’，现在变成了‘开展党建争着上’。这样
的党建活动，我们欢迎，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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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开始，在经济增速换挡和
有色金属行业周期性下行的双重压力
下，全球铜价出现断崖式下跌，从顶峰
时的每吨 10190 美元，跌到最低时的
每吨 4138 美元，即便是全球矿业公司
巨头如英美资源、淡水河谷、必和必拓
等，都遭遇巨额亏损。

今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
党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代表大会五次会议上
传出的消息，却让矿业同行们大感意
外。2016 年全年，江铜集团生产阴极
铜 121.14 万吨、黄金 26.44 吨；实现销
售收入 2104 亿元，利润总额 20.33 亿
元，同比增长 140%。公司在 2016 年
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上排名第 328
位，比上一年前移 26 位；在《福布斯》
全球矿业上市公司中排名第 11 位，公
司的行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逆势增长从何而来？江铜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保民说：“在江铜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通过久久为
功推进党建创新，来推动企业顺势而
为、应时而变，积极应对经济形势变
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党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
势和科学发展优势，更好地发挥了党
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党代会、职
代会的召开作为集团每年的‘开年大
戏’，不仅仅是展现成就，更重要的是
为新一年的工作把好脉、定‘调子’。”
江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龙子平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多年来，产品市
场国际化、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探索

“产贸融”结合等事关江铜前途命运的
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在党代会和职代
会上作出决定的。“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我们切实体会到，国有企业不抓党建不行，抓了确实
有效果，好比企业的‘定盘星’‘压舱石’。”龙子平说。

党组织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如何在国企体现？国企的
政治优势又如何发挥？这是很多国企长期探索的课题。

“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
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
职责明确、监督严格。”江铜集团党委副书记汪波认为，首
先要在组织、机构、制度、队伍上实现党建全覆盖。江铜
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始终严格执行企业发展到哪里，
党组织同步建设到哪里，相应人员同步配备到位这一原
则，并实现党建和行政岗位之间无障碍交叉任职。

2003 年，江铜集团还在江西省率先实行了党代会常
任制。“我们的党代会常任制是指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
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
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并在闭会期间充分
发挥党代表的‘监督、审议、参与’作用。”江铜集团组织部
长叶远群介绍，在实施过程中，江铜党委相继建立完善

《党代会常任制试行办法》等制度，明确常任制代表的任
期和职责，建立“年会制、培训制、提案制、活动制”等工作
制度和保障机制，规定了党代表参与民主推荐、民主评议
干部的工作程序和要求，使党代表作用的发挥形成常
态。“党代表常任制在党组织与党代表、党代表与党员、党
员与群众之间建立起广泛联系的桥梁，三方一起发力，共
同为企业发展添砖加瓦。近年来，各级党代表们参与并
落实合理化建议 871 条、提案 30 项，有力地促进了企业
改革创新发展。”叶远群说。

3 月下旬以来，我国南方降雨过程频繁，早汛的到来，
给江铜下属单位德兴铜矿的尾矿库建设带来不少麻烦。

德兴铜矿是世界八大斑岩铜矿山之一，尾矿库的建
设安全，不仅关系到矿山后续生产稳定，更关系到长江中
下游的生态安全，马虎不得。4 月 13 日，德兴铜矿党委

“五号尾矿库建设工程”稽核小组成员余周明和矿工程
部、计划发展部、生产运营部、党委工作部等部门人员一
道，再次来到建设现场。这一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前
段时间提出的整改建议进行跟踪督查，再看看近期有没
有需要稽核小组协调的事项或是争取的资源。

余周明口中的党委稽核，是江铜集团为企业党组织
融入中心、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而创新
的党建载体。江铜党委稽核由党政共同策划，党委主导
实施，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采取集运营保障、内部审计、效
能监察、党组织监督为一体的企业管控手段，防范风险、
强化执行、究源促改、提升管理。

在德兴铜矿《关于开展 2017 年党委稽核工作的通
知》上，记者看到，党政一把手是党委稽核小组组长，党政

副职是副组长，这既让班子成员更好履行“一岗双责”，也
让党组织更好地介入到生产经营工作中。“党委稽核定位
是融入，目的是更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督促推动工作。”
德兴铜矿党委副书记程新平说。

记者了解到，江铜集团自 2009 年在全集团推广党委
稽核以来，按照党政联合，党委牵头主抓的原则，已选择
成本定额核算、合同管理等关键环节，对公司层面 42个项
目、各二级单位 360个项目进行稽核管理。

要想创新党建并将其融入企业中心工作，找准发力
点至关重要。有着优良党建传统和工作基础的江铜集团
深谙此道。“有为才有位，我们的党建创新，重点围绕一
点：既有用，又好用。不能推动发展不行，操作性不强、不
能看到实效也不行，虚头巴脑是没有用的。”李保民说。

2002 年，江铜创造性地将 ISO9000 质量标准体系导
入党建工作，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开创
了党建工作质量管理先河，成为中组部的试点典型和全
国企事业单位竞相学习的榜样。

“创建党建质量管理体系，恰好在公司经历行业寒

冬，管理水平大幅上升的时候。当时大家发现，过去习惯
的党建工作方法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跟不上形势了。”
叶远群回忆说，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需要新的理
论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党建工作缺乏规范性、激励机
制和自我改进机制，这些因素会造成党组织的“缺位”，必
须对企业党建进行创新，重新定位。

“我们的党建质量管理体系提出了‘党建工作既有产
品，也有顾客’的全新理念。我们把上级党组织、企业和员
工定义为顾客，顾客满意了，党建产品就有价值了。这么
一想，党建工作的切入点也就不虚了。”贵溪冶炼厂党委书
记陈平华说。

在这一理念下，江铜各级党组织突出重点，持续改进，
系统运用体系中“目标管理、PDCA 循环、统计分析”等科
学方法，逐渐形成了党委抓稽核、支部抓特色、全员抓创

“星”的三级创新平台，有效地消除了过去党建工作控制手
段“软”与实际效果“虚”的现象。“今年，江铜党建质量管理
体系迎来了第六次更新换版，升级后的体系更加符合企业
发展的新形势、党建创新的新要求。”叶远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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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

同心同力改革发展

上图 江铜永铜选矿厂党总支部开

展全员创星活动，并及时在橱窗内公

示。图为工人正在查看新一期“星”榜。

（资料照片）

左图 共产

党员、全国技术

能手徐乃钰（前

一）正在为党员

骨干和班组长们

现场授课。

（资料照片）

下图 德铜

选矿厂党员示范

岗上，党员们在

对高硫浮选机进

行现场维修。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