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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20岁出头的退伍军人魏
杰彪，在加盟民营企业卫华集团之
前，身无长物，前路茫茫。

8年后的今天，魏杰彪身兼河南
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和卫华集团驻福州分公司经理，
刚到而立之年身价已超千万。

不仅如此，在去年的6月11日，
魏杰彪和另外两个长垣小伙，勇敢
地跳进黄河漩涡救出 10岁女童；又
把集团奖励的2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全部捐给卫辉一中患骨癌的女孩许
艾嘉——魏杰彪的接连义举，感动
了整个社会，广大网友称他为“真正
的‘高富帅’”。

“魏杰彪的成功，得益于集团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6月30日，卫华集
团党委书记、总裁俞有飞说，他们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服务人才
开发、服务职工群众、服务文化建设，
给员工提供了发展平台，给员工解决
了后顾之忧，让员工迅速成长成才。

在人才培养上，集团党委对职工
进行职业规划设计，建立了管理、销
售、生产、研发等不同岗位的发展通
道。成立集团培训中心，依托高校建
立培训基地，近3年共投入资金2200

多万元，培训职工10万余人次。
在人才激励上，推动企业建立集

目标考核、等级评估、关键事件考核为
一体的复合型绩效管理体系，设立技
术成果奖、管理成果奖和工作成果奖，
坚持推行股权激励办法，累计为200多
名职工授予近亿元的期权奖励。

同时，卫华集团还建立党委委员
联系党支部、党支部委员联系班组、
党员联系岗位的“三联系”制度，及时
关注员工诉求，以高质量的服务消除
职工的雇佣心理，增强职工群众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

“像魏杰彪这样的杰出员工，在
卫华集团数不胜数！”卫华集团董事
长韩红安说，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激
发了“魏杰彪们”的干事热情，让卫
华集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目前，
卫华集团获得专利 343项，获国家、
省市级科技成果 63项，填补国内空
白8项，创造世界纪录1项。集团主
导产品远销美国、英国、俄罗斯等65
个国家和地区，销量连续8年蝉联全
国第一。

“员工的成才，就是企业的成
功。”韩红安感慨地说，加强党组织建
设，卫华愿意投资，也舍得投资，因为
党组织培养了队伍，营造了正气，服
务了发展，这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也
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③6

6月30日，记者在辉县市张村乡
裴寨新村看到，高效农业园区内非洲
菊、红掌等名贵鲜切花争奇斗艳，一
排排别有风情的小木屋准备接待八
方来客，库容 80万立方米的裴寨水
库碧波荡漾，昔日干旱缺水的穷山村
已成美丽水乡……

村民裴泉广得意地告诉记者，村
里以前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是省级
贫困村，去年年人均收入超过 2 万
元，全村153户有小轿车60多辆。“你
问裴寨为啥变化这么大，因为俺有个
好支书！有个好支部！”

2006 年，青年企业家裴春亮当
选为裴寨村委会主任后，先后自掏
腰包 1000余万元给村里装上路灯、
打深水井、修引水灌溉工程，又出资
3000多万元，不占一分耕地，削平荒
山建设了配套设施齐全的裴寨新
村，让所有村民告别土坯房住进小
洋楼。

紧接着，裴春亮又在老村的废墟
上，规划建设了1500米的商业街，复
垦良田 600亩发展高效农业。目前
已建成750多座温室大棚，建成1500
亩无公害蔬菜花卉种植基地，还筹资
10亿元建成春江水泥公司，家家户
户都入股当上“股东”，300多名村民

就近进厂打工挣工资。
去年，裴春亮又筹资 6000多万

元修建了裴寨水库，既解决了干旱
缺水问题，满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
需要，又依托山水发展特色旅游和
农业观光，发展水产养殖、垂钓休
闲、水上娱乐、农家餐饮等 6 大产
业，可提供近万人就业，确保进入社
区的所有劳力“人人有活干，天天有
钱赚”。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想大发
展，党支部是关键。”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道德模范裴春亮说，裴寨村党支
部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党建促
发展，带动每家每户发展经济，走共
同富裕道路。

裴寨每一位党员都制定了奋斗
目标，选好帮扶对象。支部把一批
有朝气、有干劲、作风优良的年轻人
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充实党员后备
力量，实现支部成员年轻化，知识
化，让党支部更具战斗力。鼓励支
持大学生村官冯亚平、党员裴科伟
以及村里几名有知识、有技术的党
员干部作为骨干率先发展，带动全
村高效农业快速发展。村党务政务
工作做到充分民主、透明，党员干部
与村民时刻心连心。设立文化宣传
栏和文化石，镌刻的励志、鞭策、孝
道等精辟名言，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村民道德修养。③9

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

要想大发展 支部是关键

河南卫华集团党委

“员工的成才就是企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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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人社局

传统文化助力党建工作
□本报记者 李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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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卫辉市狮豹头乡土
池村党支部书记任合根带领党员干
部捐款 4 万元，修复了废弃多年的
深水井，把清澈甘甜的井水送到了
每户农家，使村民告别了长年吃“屋
檐水”的历史，洗衣机也开始发挥作
用（6月29日摄）。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6月30日，郑州市金水区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全体党员共
200人与辖区群众、中小学生一
起参观了党史展室和焦裕禄精
神展室等。⑤3

董丽霞 芦琰钧 摄

66月月2727日日，，内黄县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内黄县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画党旗在画党旗。。⑤⑤33 刘肖坤刘肖坤 刘院军刘院军 摄摄

位于郑州市长江路中段的亚星
社区有 74栋楼宇，常住人口近 9000
人。6月30日上午，记者踏入亚星小
区，映入眼帘的是房前屋后鲜艳茂盛
的花草树木。阳台上、池水边、楼宇
旁，有空间的地方都种上了花花草
草；山楂树、梨树、樱桃树，树上的果
子满满的。在小区的每根灯柱上，都
悬挂着中华传统典籍词句，朗朗上
口。

在社区党员服务中心，记者巧遇
前来“求助”的老党员乔庆祥。原来，
和乔庆祥同在社区老年书画班的吕
民英，老家67岁的弟弟在郑州刚做完
手术，想找个地方休养，但老吕家里
没地方，得知此事的乔庆祥就来找社
区党支部书记周炎红商量解决办法。

周炎红介绍，在亚星社区，有一
个“三必”的工作标准，就是有情必
知、有求必应、有难必帮。谁家是空
巢老人？谁家有啥困难？这些情况
社区都要掌握。不久前，34号楼住
户在楼下幼儿园接送高峰期出行困
难，有人就提出要上访，社区党支部

得知后，马上与物业部门和幼儿园沟
通协调，及时化解了问题。

社区住户多，但互相认识的少，
社区党支部就以丰富的文化活动为
平台，让大家多聚多熟悉。由离退休
老党员发起，目前亚星社区组建有舞
蹈队、合唱团、老年模特儿队等，有的
队达到 100多人；每周有电影，定期
办政策讲座，吸引了社区居民踊跃参
加。

“社区党组织要在做好凝聚人
心、促进和谐上下功夫，抓手是搭建
好各种平台。”周炎红说，大家自愿
组织了离退休党员义务巡逻队、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等，在服务社区居民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亚星社区党支部通过征求群众意
见，又有了新举措：通过协调物业，将
55号楼下面的电梯过渡厅改为乒乓
球厅；推出预约服务、错时服务，居民
下班后也能来办事；推出社区干部代
办多项服务，不让居民“跑空趟”。有
居民专门送来锦旗，称赞社区党支部

“服务五星级，居民贴心人。”③7

郑州亚星社区党支部

在凝人心促和谐上下功夫
□本报记者 李旭兵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
懒；父母教，须敬听……”6月27日，方
城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会议
室里传出琅琅的诵读声，正在进行的
是该局2014年度的党建活动“人社星
光论坛”——《弟子规》讲诵活动。

“星光论坛”是方城县人社局党
建工作的品牌活动，自 2009年开办
以来已举办 239期，以论坛为载体，
每周五定期举行，采取第一个周五授
课、第二个周五组织讨论、第三个周
五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测试的方式，不
断提高人社系统干部职工的业务水
平和思想道德水平。2014年度，“星
光论坛”以《弟子规》为主题，将传统
文化融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
党的建设工作当中。

除此之外，方城县人社局以组织
建设为根本，壮大党员队伍。该局目
前有党员 178人，占总人数的 79%；
加强队伍制度建设，先后完善规章制
度 9大类 23项；以机关党校为阵地，

以“星光论坛”和文体活动为载体，将
党员教育活动常态化。

“党建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在
对群众的服务当中”，该局党委书记、
局长李小刚对记者说，他们陆续开展

“政策法规学习年活动”、“一改双优”
活动，对党员队伍进行业务素质教
育、道德素质教育、作风素质教育和
能力素质教育。同时加强平台建设，
建立一站式办公新模式，设置 32个
办事窗口，所有人社业务全部在大厅
集中办理。设立局领导联席值班制
度，每天安排一位党委成员在大厅接
待来访群众。推行“一线工作法”，将
办公场所转移到农民家中和田间地
头，先后培训农民工1.2万人，深入村
组社会保险稽核 15万人，直接送医
送药580人次。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全力
保障服务民生”，是方城县人社局党
建工作的宗旨和理念。该局党委在
2011 年被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命
名为“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③9

6月30日，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的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立
马感受到一种靓丽的红色文化：门口
一块红色的党支部委员会牌子，办公
区随处可见法言警句、支部活动剪
影，党员律师办公桌上鲜红的党旗、

“党员岗”牌子格外醒目。
千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80余

人，事务所党支部成立于2005年，最
初只有5名党员，如今已发展到党员
26名，管委会中60%的成员是党员。

在不少地方，新社会组织因党员数
量少、党建工作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党建
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千业律师事务所却
坚持抓党建工作，设立党员责任岗，全体
党员律师挂牌上岗，亮明党员身份，时刻
提醒自己“我是党员我带头”。

“一个好的党支部离不开新鲜血
液的注入，吸纳优秀青年律师加入党
组织，能为党支部增添新的活力。”党
支部书记李国良说，为扩大党支部影
响力，支部委员全部进入事务所管理
层；严把入口关，优先吸收业务精湛
的党员律师进入事务所；优先发展素

质高的群众律师入党。
凡遇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以及

法律援助案件，首先让党员律师代
理；努力确保律师办理每一起案件，
既符合法律精神又能取得较好的社
会效果。一起纠纷案件中，作为原告
的代理律师，崔月清邀请双方到所调
解。一直声称要越级上访的被告，受
到所里浓浓的红色氛围感染，发现崔
月清也是党员，态度立马发生变化。

“你是党员，我就信任你。”很快，双方
签署了和解协议书。

是党员，就要勇担社会责任。党
支部倡导党员律师带头进社区服务，
开展公益法律活动；支部委员带领党
员律师，在二七区侯寨乡设立律师联
络站，分片包村，为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3年来从未中断；几名党小组长
率领青年党员，组成义务法律宣讲
团，定期到高校、企业举办法律讲座。

近几年，千业律师事务所先后获
得省委组织部授予的“全省优秀基层
党组织”、司法部授予的“全国律师行
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中组部授予的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荣誉称号。③9

千业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设立党员岗位 亮明党员身份
□本报记者 谢建晓

◀6月30日，郑州西彩社区
多名老党员与共青团郑州市委
驻社区群众工作队的年轻党员
一起重温入党誓言。⑤3

本报记者 邓放 李林 摄

6月30日上午，记者在郑州市凤
凰城商场里看到，51家党员商户店
外均悬挂着一面党旗，店内摆放“党
员示范店”的匾牌，每个导购员都佩
戴着“党员示范岗”胸牌。

凤凰城是河南鑫山实业有限公司
打造的一个大型家居建材市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从业人员有4万人。该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朱铁玉告诉记
者，鑫山公司是郑州市首家成立党委
的民营企业，他们把凤凰城数万名从
业人员和500多名流动党员商户纳入
党建体系，公司党委下设两个党总支、
18个党支部，保证了企业流动党员“离
土离乡不离党，扛着党旗闯市场”。

“成立党支部之初，不少朋友不理
解，认为民营企业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
了。”朱铁玉说，“但我不这么认为。做
好党建工作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根本保
证，尤其对民营企业来讲更是这样。”

鑫山公司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作为重点工作，每年用于党员教育、
表彰和队伍建设的投入达七八十万
元，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努力
提升党员的宗旨意识。

公司将企业党建和市场经营相结
合，不断创新载体，通过开展“党员示
范店建设”、“实行两证一岗”、党员商
户组建惠民联盟等系列活动，引导商
户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如今，“向党
员看齐”成了众多商户的自觉行为。

鑫山公司发展党员严把“入口
关”、“程序关”和“责任关”，党员队伍
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趋
势，公司189名党员中，35岁以下青年
党员占46.4%，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
员占69.6%，党员队伍结构优化和素质
提高，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
们公司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
企业发展的根，企业软实力和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强。”朱铁玉说。
如今，鑫山公司围绕发展抓党建，各
项事业欣欣向荣，辐射力和带动力越
来越强。

近年来，河南鑫山实业有限公司
党委荣获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郑州市“五好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
誉称号。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炳香说：“鑫山公司围绕发展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经验具有标杆
意义。”③6

河南鑫山实业公司党委

把人心凝聚在党旗下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增强基层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当前我省面临的发展任务很重，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需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形成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和强大合力。

我省广大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省委提出的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项
建设”，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
方法。

“七一”前夕，记者采访了我省部分优秀基层党组织，挖掘他们在加强基
层党建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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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统筹 张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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