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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党建的“大桥经验”

□本报记者 孙静 本报通讯员 连平

大桥石化的党建之路，始于 2008
年。从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开始，在随
后的十年间，大桥石化真正开启了跨
越式发展模式，并一跃成为中部石化
业的耀眼明星，取得了党建与企业发
展齐头并进的双赢格局，获得了经济、
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大桥石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贵
林曾言，2008年，是党组织挽救企业于水
火，这十年，又是听党的话跟党走推动了
企业大发展。企业党建的发展历程，也正
是大桥从默默无闻到誉满中原的成长史。

党支部的成立让大桥挺过难关

张贵林，出生在河南卫辉一个普
通、贫苦的农村家庭，高考落榜后就踏
上了创业之路，摆过地摊、卖过服装、
开过烟酒店、学过食品加工。一个偶
然的机会与油结缘，从此便做起了卖
油的生意。1990年，张贵林承包了家
乡一座农机加油站，一只油桶把油加、
一杆秤换人心、一辆自行车跑市场、一
辆马车把油送，慢慢融入了石化行业。

1998年，张贵林在 107国道郑州
黄河公路大桥北端建起了一座加油
站，正式成立大桥石化公司。凭着质
优价廉的油品和诚实守信的服务，大

桥石化的生意越做越大。
然而，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

和员工的增多，张贵林遇到了管理难
题。尤其是到了 2008年，大桥石化倾
全力投资建设的京港澳高速原阳服务
区刚刚落成，就遇到了金融危机，市场
闹油荒，企业一下子走入了困境。

即便在多年以后，张贵林回想起
2008年的情形，依然十分感叹，“十几
年的积蓄全用光了，还向银行贷了款，
欠了大批债务，又招来了几百名新员
工，连工资都发不了，大家意见很大，
我一度想卖掉企业还债。”

危急时刻，寸步难行的张贵林想
到了党。他向当地党委求助，时任原
阳县原武镇党委书记的王相民给张贵
林建议，在公司成立党支部，“先留住
党员，稳住人心，再共渡难关。”

张贵林当即做出决定。当年7月，
大桥石化第一个党支部：京港澳高速原
阳服务区党支部正式成立。也是从此时
开始，大桥人的心慢慢稳了，干劲儿足了，
党员们纷纷表示“宁愿不拿一分钱工资，

也要与公司共渡难关。”党员还自发做起
了群众工作，让大桥人的信心回来了。

在上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大
桥在危难中坚守到了 2009 年下半
年。随着市场的回暖，原阳服务区的
车流量逐步增多，大桥的效益也逐渐
好转起来。张贵林常常感叹，正是一

个党支部的成立，挽救大桥石化于危
难，让企业有了今天。

党建引领大桥跨越式发展

从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只有10几名
党员，到2011年10月发展成立党总支，
再到2012年 8月成立大桥石化公司党

委，下辖公司行政、原阳服务区、房地产
项目、加油站、油库等5个党总支33个
支部、153名党员，大桥党建成果斐然。

大桥的员工们都知道，张贵林是个
生活十分简朴的人，一个水杯用了十几
年都不舍得更换，但对于党建，张贵林
却持续投入1000多万元，他认为，大桥
之路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大桥之
魂就是“心中有党，党中有我”、大桥之
歌就是“党员是榜样，党员是先锋”、大
桥之梦就是“壮大企业，回报社会”，大
桥发展与党建密不可分。

大桥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
争优势，使人心更齐，把握市场的方向
更准。业务发展到哪里，大桥就将党
组织建设到哪里，设立党员示范岗、服
务站，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
全集团营造出攻坚克难、积极向上的
文化氛围。

2016年，大桥石化新乡胜华加油

站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洪涝灾害，水位曾
一度逼近油罐口，情况危急。千钧一发
间，党员们挺身而出，冒着滂沱大雨奋
战一天一夜，用沙袋垒起一道防护堤，
控制了险情。还有郑州六通及其他加
油站的党员们勇斗盗油贼、拾金不昧、
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更是数不胜数。

2016 年 3月，中组部相关领导到
河南调研，在听取河南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代表张贵林的党建工作汇报时，
曾多次点评：大桥石化抓党建就是抓
人心，党建对大桥石化的发展起到了
促进和保障作用，并称赞了大桥党建

“三个力”工作法的创新性。
党建引领大桥跨越式发展。十年

来，大桥的员工从 700 多人壮大到近
3000人，加油站从9座发展到上百座，
销售额从3亿元增长到40亿元。如今
的大桥石化，已是一家以成品油批发、仓
储、配送及零售终端为主，集天然气、新
能源、高速公路服务区投资经营、房地产
开发等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民营集团。

张贵林感叹说：“党建做实了就是
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
是凝聚力。”在大桥石化的发展历程
中，“党建引领是企业之魂”被放在首
位，写进了企业发展史。

一 个 党 支 部 的 成 立
——河南大桥石化集团党建经验与启示之二

大桥石化集团党委今年8月赴陕西梁家河参观学习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4 日，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
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论坛前任共同主
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新任共同主席
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人民大会堂共
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非合作论
坛成员方领导人齐聚北京，围绕“合作
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主题，谋划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绘
制中非合作宏伟蓝图。会议发表了《关
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北京宣言》，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行动计划》，向世界传递了中非携手并
进的强烈信号。

习近平指出，中非领导人一致同
意，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
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要加强战略对
接和政策协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
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
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中国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同非洲一道，推动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深走实、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一贯坚持互
利共赢、开放包容。希望国际合作伙伴
形成合力，共同为非洲和平与发展作出
贡献。在对非合作中，国际社会各方都
要尊重非洲主权，倾听非洲意见，重视
非洲主张，兑现对非洲的承诺。

习近平指出，中非领导人在所有重
大问题上都达成重要共识，发出了共同
声音。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揭开了
中非关系新的历史篇章，树立了南南合
作新的时代丰碑。中非合作论坛已经
成为国际对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一面
旗帜。北京峰会成功举行，推动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我们要共
同做实做强中非合作论坛，全面高效落
实北京峰会成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造
福中非人民。

习近平感谢与会非方领导人为峰
会成功举行所作的贡献，感谢中非各
界的积极参与，相信在 26亿多中非人
民积极支持下，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一定
会取得成功，中非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

拉马福萨和萨勒在致辞中表示，中
非合作论坛成立 18年来，已经成为非
中双方，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快发展步伐
的理想平台。我们真诚感谢中方为促
进非洲发展所作的贡献，感谢习近平主
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成功主办了这

次北京峰会，感谢北京市人民的热情友
好和大力支持。北京的发展成就和整
洁市容令我们印象深刻。这次峰会成
果丰硕，充分展示了非中兄弟般的深厚
友谊，描绘出非中关系发展新蓝图。非
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深化非中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落
实好非中合作新举措，打造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非中人民。

□人民日报评论员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 18 周年之际，中非友好

大家庭的新老朋友们齐聚美丽北京，围

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共襄盛举、共

商合作、共谋发展，开启了中非团结合

作的新征程。

“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

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发 展 大 有 可

为！”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深

情回顾中非友好交往历史，深刻指出

中非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

之路，倡议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的广泛共鸣和

高度认同。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

晔。”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几十年来，

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同

心同向、守望相助，过去是并肩战斗的

好兄弟，现在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瞻

远瞩提出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制定旨在推动中非共同发展的“十大合

作计划”，支持非洲国家搭乘中国发展

的快车、便车，书写了中非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的新篇章。今天，“十大合作计

划”硕果累累，惠及中非人民，中非已成

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

的利益共同体。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今

天，从历史深处走出的中非合作共赢之

路，历久弥新、更加宽广。“中国在合作

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

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

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四点“中国主张”，充分体现

了中非人民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

共同愿望，生动展现着中国讲信义、重

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大国形象，有力

传递出中国永远做非洲的好朋友、好伙

伴、好兄弟，支持非洲长治久安、发展振

兴的坚定决心。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是非洲的

世纪。13 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12 亿多非洲

人民也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

中国需要非洲，非洲也需要中国。“不

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

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

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

政治私利。”坚持做到“五不”，中国愿

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破 坏 中 非 人 民 的 大 团

结，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

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臆测

否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任何人都

不能阻止和干扰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发

展的积极行动。

以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为契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并肩再出发。

在这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道路上，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同解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命题，共筑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和非洲人民团结振兴的非洲梦一

定能够早日实现。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习近平同中非合作论坛前任共同主席国和新任共同主席国元首共见记者

以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中非人民

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

9月 4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论坛前任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新任共
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让中非友谊之树更加
根深叶茂；要矢志不渝深化中非政
治互信，让中非合作战略基础更加
稳固；要矢志不渝推进中非共同发
展，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中非人民；
要矢志不渝加强中非团结协作，让
世界和平发展大潮更加强劲。

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蓬勃发
展，不仅促进了非洲发展进步，提振
了非洲人民、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
前途的信心，更带动了国际合作伙
伴倍加重视非洲，加大对非洲投入
和合作。让我们以此次峰会为新起
点，秉持初心，团结一致，为实现中
非共同发展振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
奋斗。

非洲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此次
峰会，一致认为峰会是加强非中团
结合作的历史性盛会，向世界再次
释放非中致力于加强友好协作、促
进发展中国家大团结的强烈信号。
很高兴更多非洲国家加入论坛，非
中友谊朋友圈不断扩大。这次峰会
务实高效，成果丰富，有力推动非中
合作深入发展，开启了非中合作新
时代。论坛将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为引领，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力量，为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积蓄更多
正能量。

非方对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确定的“十大合作计划”落实
情况感到满意，高度评价习近平在

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宣布的“八
大行动”等对非务实合作新主张、新
举措，表示有关举措和倡议完全契
合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领域，
将加强对非中关系发展的顶层设
计，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非中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壮大发展中国家整体
力量，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非方支持并赞赏“一
带一路”倡议，坚信非中共建“一带
一路”将加快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
并将为实现非洲联盟《2063 年议
程》以及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供重要助力。

非方表示，中国始终倾听、理解
并支持非洲。中国帮助非洲时，从
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中国在对非
合作中总是以义为先，与国际关系
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局面形成鲜明
对比。感谢中国在国际上主持正
义，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非中加强各领域合作将有力提
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作用和影响。

各方高度评价这次峰会通过的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
坛 — 北 京 行 动 计 划（2019-2021
年）》，将全力推进落实北京行动计
划，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出席上述活动。

习近平主持通过
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4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卢
旺达总统卡加梅和肯尼亚总统肯雅
塔。

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时，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
总统先生以卢旺达总统、非洲联盟
轮值主席双重身份出席峰会，为峰
会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对此表
示赞赏和感谢。这么多非洲国家领
导人踊跃来华参会，让我们切实感
受到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这次峰会日程紧张，活动很多，但当
我们看到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正在蕴育和生长，我们感到很充
实、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中卢双方要以落
实今年 7月我访问卢旺达时两国元
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北京峰会成果
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和团结协作，
继续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密
切人文交流，不断开创两国友好合
作新局面。

卡加梅表示，北京峰会圆满成
功，有力促进了非中关系。感谢
习近平主席对非洲的高度重视和对
非中关系发挥的重要引领作用。非
洲同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双

方关系基础深厚。卢旺达感谢中国
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帮助，将致力
于继续推进卢中合作和非中合作。
相信有了中国的支持，卢旺达和非
洲将实现加快发展。

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时，
习近平强调，过去 5年，我同总统先
生 3次会面，两次共同提升中肯关
系定位。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走在中非
合作前列。中方愿同肯方加强党际
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扩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产能等领域
合作，加强人文和地方交流，助力肯
方实现“四大发展目标”。中方欢迎
肯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祝贺肯
方成功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愿支持肯方打造铁路沿线经济
带和工业园区。

肯雅塔表示，祝贺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圆满成功举行，这次峰
会规划了论坛下步发展方向，将促
进非中共同繁荣，感谢习近平主席
的领导力。肯尼亚愿深化同中国
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互联互
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分晤卢旺达总统
和肯尼亚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