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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的酸奶小作坊，到如今全产业链一体

化生产经营。回首过去，君乐宝乳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坦言：“集团发展离不开

党的政策指引。”

2014 年，君乐宝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酸奶

生产基地，集团发展连年向好，可魏立华却做了

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做奶粉。当时的奶粉市场

上国外品牌占据了大部分份额，不少人都劝他别

冒险，可他却义无反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魏立华看来，这无疑

给君乐宝指明了发展方向，也更坚定了他走科技

创新的发展路子。

2017年 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考察

时，来到君乐宝投资组建的旗帜婴儿乳品有限公

司并指出，我国是乳业生产和消费大国，要下决

心把乳业做强做优，生产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放

心的高品质乳业产品，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乳业产业，培育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乳业品牌。

近年来，君乐宝乳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打造了“全产业链”生产

模式。在魏立华看来，这份成果和公司党委始终

发挥的政治核心作用分不开。

2012年 3月份，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提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

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

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扎扎实

实抓好。

那一年，君乐宝乳业集团党

委成立，共设立 15个党支部，党组

织充分深入到每个部门、车间、班

组。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君乐宝还探索建立了“党员先锋

岗”轮值机制，鼓励党员亮身份、做

表率，积极参与到公司建设中。同

时，积极引导优秀员工加入党组织队

伍，在工作中发挥模范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给君乐宝的

生产运营带来困难。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为做好疫情防控、确保生产和

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集团内党员主动

冲锋在前。在党员的带动下，全体员工

拧成一股绳，帮助集团顺利渡过难关。

“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

作用和引领作用，激发了广大职工立足

岗位创先争优的工作激情，也是推动企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企业和谐稳定不可

或缺的力量。”魏立华说。

近日，在“当代愚公精神”发祥地——河北

省遵化市沙石峪村陈列馆内，60 余名来自河北

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前进力量。

这是瑞兆激光公司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的其中一站。党建兴企的理念深植在每位员工

心中，赴北京、嘉兴南湖、赛罕坝等地寻根红色

基因，成为助力公司发展的必修课。

瑞兆激光公司位于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是

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现有员工 380人，是新三板上市公司。从一个仅

有 8名员工的手工小作坊，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在瑞兆激光公司的发展历程

中，党建工作发挥着引领作用。

2006 年，退伍老兵韩宏升回迁西老家探亲

时偶然得知，不少钢铁企业的大型设备因为某

一个关键部件损坏或磨损，不得不花巨资更换

新件。“多浪费啊！”韩宏升想起在部队时，有一

种激光熔覆技术能修复设备，这令他萌生了做

点什么的念头。经多方筹措，当年 6 月，在迁西

县几间旧厂房内，靠着几台电焊机、激光器，韩

宏升成立了机电修复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韩宏升决定高薪聘请唐山

陶瓷厂原党委书记专职抓党建工作。“不懂技

术，不懂营销，政工干部能给企业带来啥？”面对

质疑，韩宏升力排众议：“党组织能指引方向，也

能凝聚力量。有个好的政工干部抓党建，我们

企业一定能更好地汇集人才、凝聚人心！”

这位“不懂技术”的书记不负重托，在公司

很快成立了只有 4名党员的党支部，又相继成立

了工会、青工委、女工委等群众组织，构建起以

党支部为核心、群团组织为纽带的党群工作体

系。同时，制定了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全体党

员佩戴党徽和写有“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上岗、

车间设立党员先锋岗等一系列党建工作机制。

争当模范、学习先进、向党组织靠拢在员工中逐

渐形成习惯。

随着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公司逐步建立了

党政联席会制度、党群协同协商制度、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组织党员群众参与党内事务，扩大党

内民主，使党员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2014年，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公司高速动

平衡检测中心项目资金吃紧。党员大会上，46名

党员举手表决：宁愿不领工资，也要支持引进德

国申克高速动平衡设备。众志成城，公司顺利

渡过了难关。

2016年，公司计划筹建新办公楼，图纸已设

计完毕，党政联席会站出来叫停。之后，党员大

会民主决策，公司缓建办公楼，用已有资金建设

绿色拆解清洗中心，改造燃气锅炉，建成国家绿

色工厂。随后，经民主决策，公司每年把利润的

30%投入到科技研发中。

“党组织把握企业航向，员工当家做主，公

司才能兴旺，才不会跑偏！”这已经成为公司全

体员工的共识。如今，公司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已由最初的4名发展到76名。

党建兴企取得显著成效。公司成立 15 年

来，已获得国家技术专利 49项、省科技成果进步

奖 1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 项，被认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同时，企业服

务业务拓展到 26个省份和多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业务范围也由原来的钢铁业延伸到石油、

化工、热电、造船、造纸等多个行业。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党建引领。”河北

怡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修建华说。

1997 年，怡达食品集团就成立了承德市第

一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为企业注入了“红色基

因”。此后，围绕“引领企业发展、培育企业文

化、助力脱贫攻坚、承担社会责任”的党建工作

思路，怡达集团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市场竞

争优势，推动企业腾飞。

怡达集团从鹰手营子矿区区委连续聘请了

1名副处级党员干部、2名正科级党员干部担任

“驻企党建指导员”，开展“我为企业献良策”“三

表率一先锋”等活动，增强了党员的担当意识和

带动作用。目前，怡达集团已成立了怡达园区

党委，下设8个支部，共发展党员55名。

有了党组织的凝聚和引领，怡达集团的科

技创新力不断增强。企业牵头制定国家级山楂

制品行业标准3项，拥有自主研发专利15项，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 6 项。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营养源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发

食药同源大健康产品，其中，山楂低聚木糖每吨

价格高达21万元，提升产品附加值150倍。

同时，怡达集团依托鹰手营子矿区地理、环

境等资源优势，规划建设总投资 33 亿元、占地

3.9万亩的怡达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引进京津地

区食品加工及上下游知名企业 25家。据了解，

怡达集团将在未来三年引进 100 家企业，全力

打造“京北食品城”。

怡达集团始终把企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桥梁。有一年，山楂收购价格断

崖式下跌，每斤不到0.2元。挂满枝头的山楂成

了群众的“愁心果”。怡达集团当即决定，将收

购价格提高到每斤 0.6 元。修建华说：“那次收

购使公司增加了 500多万元成本。但稳定了果

农的生产信心，稳定了企业的发展基础。”

经过这件事，怡达集团与周边百姓联系更

加紧密，逐渐形成了互促共赢的利益发展共同

体。在建设的每一处山楂园里，怡达集团都派

党员干部带队，指挥生产经营，力求将山楂园建

成老百姓的致富园。多年来，怡达已先后组建

数十支农业技术服务队，受益果农达 10万多人

次，并通过开展“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先后在

兴隆、隆化、围场、丰宁等贫困县发展种植基

地 4.2万亩。

“截至目前，公司的生产用果辐射 5 省市，

收果量 1 万多吨；仅承德市就把 8 县、150 多个

乡镇、1000多个村及 5万名果农连接起来，有力

推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怡达集团副总经

理张晓伶说，预计到 2022 年，集团辐射基地面

积将突破 10 万亩，带动农户 13 万户，人均增

收 3500元。

中 铁 山 桥“ 因 桥 而 生 ，由 红 而

兴”。1921 年 10 月份，中国共产党成

立仅两个多月，共产党人就来到了京

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中铁山桥集团

有限公司的前身），把红色的火种播撒

在我国第一代制造钢桥和道岔工人的

心田。1922 年 9 月份，党的“一大”代

表王尽美在中铁山桥建立了秦皇岛地

区的第一个党组织。因此，作为我国

第一家制造钢桥和铁路配件的企业，

中铁山桥又被誉为“红桥”。

从王尽美带领工人罢工时不畏强

暴、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到新中国成

立 之 初 ，勇 担 建 造 万 里 长 江 第 一

桥 ——武汉长江大桥重任、独立自主

建造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时攻坚

克难、为国争光的担当精神；从海河桥

破冰、润扬桥夺魁时奋起直追、奋勇超

越的拼搏精神，到结束中国“万国道

岔”历史，统一行业标准，率先研制中

国铁路 6 次大提速道岔时引领行业、

带头先行的领路精神；从坚守钢桥、道

岔两个产业百年不动摇，专心致志提

升行业制造水平时持之以恒、精益求

精的专注精神，到昂船洲桥出海、韦拉

扎诺桥扬帆时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

弄潮精神；从研制世界最大号码、最高

时速 62号高速道岔，建造港珠澳大桥

时勇于跨越、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到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孟加拉国帕

德玛大桥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共

享精神……近百年来，党始终引领着

中铁山桥不断努力、不懈奋进。

目前，中铁山桥已制造钢桥 3200余座、道岔数十万组，足迹

遍布世界。经过百年风雨的淬炼，“红桥”形成了她显著的

特征：红桥的源是红色基因，红桥的根是工人阶级，红

桥的魂是党的领导，红桥的初心是报国，红桥的

使命是为民，红桥的精神是担当，红桥的品质

是奉献。

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史，回望中铁山桥

的百年不凡路，我们深深悟出一个道理：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铁山桥工人才能够

翻身当家做主人，才能够践行自己“兴业

报国、兴企为民”的使命，才能够把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融汇到建设伟大祖国的事

业中，才能够创造出企业发展壮大的辉

煌业绩！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深植党建兴企理念，河北瑞兆激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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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乐宝：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冯 楠

为企业注入“红色基因”
——河北怡达集团把党建优势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军

图① 石家庄市是我国医药产业重

要生产基地。图为石药集团新产品研发

中心。 吴会宾摄（中经视觉）

图② 在邯郸市中材科技（邯郸）风

电叶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风电叶片

进行外观检验。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摄

图③ 工人在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总

装车间工作，该项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实施以来落户河北最大体量的产业协同

项目。 苑立伟摄（中经视觉）③③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