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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河北廊坊富智康科技园党委注
重把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建立现代和谐
企业的实践有机结合，取得了双赢
共进的良好效果。

廊坊富智康科技园是富士康集
团布局华北的无线通信产品零组件
和准系统研发生产基地，现有职工
3.4万多人。公司党委成立于2009
年11月，下设5个党总支、16个党支
部、5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395名，是
河北省首家台资企业党委。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企业党委注重在

“真”“实”“严”3个字上下功夫。
突出“真”，深学细悟内化于

心。该企业党委拓宽学习载体、活
化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融学习
教育于党员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
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党员职工学习
教育效果。他们根据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和职工生产生活实际，采取集
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灵活
多样的党组织活动，提升学习教育
效果。同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
际，细化规定安排，每季展开支部党
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
两次党小组会。截至目前，该企业
党委已讲党课 16 场，检查指导 32
次，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会 30 场，
切实将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
党员延伸，并做到真学真懂。

聚焦“实”，笃行真做外化于
行。该企业党委通过“三亮两比一
争做”等活动，让党员亮身份，亮岗
位，亮组织，比企业贡献度、比党组
织生活参与度，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让企业做到重要岗位有党
员、紧急任务有党员、重大创新有党员、创新大奖有党员，激励
广大党员在技术、管理、成本方面作贡献比作为；号召党员广
泛开展心连心思想上结对、肩并肩经济上结对、手牵手生活上
结对以及面对面工作上结对的“四结对”活动，在思想上、工作
上、生活上对困难职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主动联系厂区员
工，帮助解决各类问题800多件。

把握“严”，常抓不懈务求实效。该企业党委从“严”字入
手，严格评定、严查问题、严肃整改，以确保各级组织和党员党
性合格、作为合格、贡献合格。在严格评定中，他们结合企业
实际制定《处置不合格党员实施方案》，为党支部组织党员查
摆问题、开展民主评议、处置不合格党员等工作提供有力依
据。在严查问题中，企业党委坚持和完善党性定期分析、党员
谈心谈话等制度。在严肃整改中各支部针对党员查摆出的问
题，确定共性问题，找准个性问题，分别制定整改措施。

通过这“真”“实”“严”的有机结合，廊坊富智康科技园党
委不仅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得到了充分发挥，和谐企业
建设和发展也蒸蒸日上。

南方60多条河流超警 50多万军民投入抗洪
国家防总与长江防总决定进一步调度上中游水库群为中下游“减负”

河北廊坊富智康科技园党委将党建融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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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民兵应急分队在湖南省新邵县酿溪镇解救被困群众。连日来，持续性
降雨使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大洪水，当地已组织各方力量
抗洪抢险。 吕建设摄（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有“种子”优

势，但土壤还不够肥沃。而政策突破，将
为这片热土注入更多养分。近日，武汉
市委市政府公布《关于突破性发展新民
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武
汉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市创新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体制机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曹
裕江介绍，征求意见稿在体制创新、机制
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环境营造上
重点突破，为新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为破除制约新民营经济发展的障
碍，武汉提出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
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全面落实中央和省有关

企业减负的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制
度性交易成本；依法保护企业物权、债
权、股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让有恒
产者有恒心。

武汉还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遇到
的实际问题。在产业、科技、人才、投融
资等方面，实施助推新民营经济发展的
突破性政策举措。例如，支持建设新民
营经济园区和创新街区；推动精细化金
融服务，解决融资难问题等。

除此之外，武汉正拟推出一系列政
策措施扶持新民营经济的发展，如奖励
住房、落户、医疗、教育等指标分配
权；优化完善中高端人才落户、住房、
医疗、子女教育，为新民营经济发展再
添一把火。

应者云集 做强民营经济

从今年 3 月至今，阿里巴巴、华为、
腾讯、小米、泰康人寿等一大批中国民营
经济界翘楚纷纷现身武汉，投下真金白
银，签下重要项目。

为何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眼中武汉的
魅力这么大？TCL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李东生说，未来武汉有望成为国内最大
的高端光电显示人才集聚地和技术研发
中心，这将为武汉发展高端显示产业提
供智力支撑。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立表示，武汉助推
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公司吸
纳高端人才、孵化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了
有力支撑。

王珏5年前从武汉某高校毕业，去年
从杭州辞职来武汉东湖高新区创业，目
前公司虽然仅有10余名员工，但业绩喜
人。当听说武汉提出大力发展“新民营
经济”，这位浙江小伙特别激动：“我期待
恰逢其时的‘新民营经济’，让更多我们
这样的小公司能借力发展，不断壮大。”

武汉打造新民营经济标杆的努力从
未停歇：率先在全国探索科技成果转化

“三权改革”，研发团队可获 70%至 99%
的收益；30 平方公里的武汉光谷生物
城，8 年来没有引进一家房地产企业，坚
决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今年前
4 个月，又有 62 家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强企业落户、增资武汉。可以预见，
新民营经济之火在武汉将越烧越旺。

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7 月 2 日，
湖南、广西、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有60多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水位洪水，其中湖
南沅江中游、资水，广西桂江上游等地有
16 条河流先后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湘
江下游发生超历史水位洪水。截至2日，
南方已累计投入抗洪军民50多万人。

“长江 2017 年第一号
洪水”仍在发展

2 日，长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涨，干
流莲花塘至大通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
两湖水位继续超警。14 时，中游干流莲
花塘水文站水位涨至33.47米，超过警戒
水位0.97米；九江站水位20.36米，超过
警戒水位0.36米；干流汉口、大通江段分
别低于警戒水位0.59米和0.28米；洞庭
湖城陵矶水文站水位涨至33.91米，超过
警戒水位 1.41 米；鄱阳湖湖口水文站水
位涨至19.91米，超过警戒水位0.41米。

为保证防洪安全，国家防总 2 日再
会商，进一步对防汛抗洪做出部署，提出
要加强责任制落实和巡堤查险等，特别
是长江干堤、洞庭湖鄱阳湖重点圩堤，以
及蓄洪垸堤防、长江主要支流和其他较
大河流堤防等重点堤段，要实行24小时
巡查防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理。针
对西江流域强降水，国家防总向广西、广
东两省区发出通知，对西江流域洪水防
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鉴于长江中下游当前严峻的防汛形

势，国家防总与长江防总研究决定进一
步调度上中游水库群，拦蓄洪量、减少下
泄，为中下游“减负”。

据长江委水文局分析，“长江 2017
年第一号洪水”仍在继续发展，预计城陵
矶至大通江段水位将全线超警。根据调
度指令，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溪洛渡、
向家坝、三峡等长江中上游水库群实施
联合防洪调度，拦蓄洪水，压减下泄流
量，目前长江上游来水已控制在 10000

立方米每秒左右。

赣湘桂紧急动员积极应对

江西省防总于7月2日12时将防汛
应急响应提升至 II 级，并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报预警，加大巡
查力度，落实各项责任，积极应对山洪地
质等灾害，做好长江鄱阳湖超警戒水位
的各项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九江市以小型水库山塘防
洪保安、山洪地质灾害防御等为重点，组
织防汛大检查，全面排查灾害隐患，并严
格执行提前转移制度，提前转移危险区
群众 10 万余人。江西省高速公路启动
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雨，湖南全省上
下紧急动员，全力以赴抗灾救灾。据湖
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7 月 2 日 9 时发布
的数据，强降雨造成全省 14 个市州 123
个县（市、区）1303个乡镇551.21万人受
灾，紧急转移人口 57.71 万人。省防指
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Ⅱ级，省气象局将
湘东北地区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
至Ⅱ级，调度 1800 名官兵赴长沙、益阳
等地防汛抗灾，调度50艘冲锋舟支援长
沙、娄底、邵阳救灾抢险。目前，省防指
共派 35 个工作组在各防汛抗灾第一线
指导。

广西桂林、柳州等北部部分地区出
现洪涝灾害。桂林海事局于7月1日16
时对漓江市区段所有船舶实施封航管
制。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于 7 月 2 日 6 时启动自治县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积极开展抗洪抢险
工作。南方电网广西公司系统共停电台
区 5038 个、用户 24.04 万户。经过奋力
抢修，截至目前，已恢复台区2539个、用
户 11.14 万户，其他未恢复的用电台区
和线路正在全力紧张抢修之中。

（综 合 本 报 记 者 张 雪 刘 麟
刘 兴 童 政 周骁骏和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