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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富春江集团举办以“真情实意跟党走，脚踏实地办企

业”为主题的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总结表彰大会

2、传化集团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红色驱动 融入发

展”党建论坛

3、娃哈哈集团召开“我爱我的党，我爱我的国”主题大

会，庆祝建党 97 周年

4、浙江宏昊律所联合党支部开展辩论赛，献礼七一

5、富通集团党委开展“‘八一’慰问送温暖、军民情深

话共建”活动

6、国电能源研究院党委举行党员示范岗授牌仪式

7、春风驿站举办“学唱入党誓词歌，牢记使命跟党走”

主题党日活动

8、协会片组活动精彩纷呈：（1）第一片组（上城区、

下城区）开展党建工作交流活动；（2）第八片组（临安区、

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组团体验“互联网+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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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集团举办以“真情实意跟党走，脚踏实地办企业”

为主题的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总结表彰大会

富春江集团自创办之初就成立党支部，企业发展与党建

工作同频共振，连续三届蝉联全国文明单位，连续 29 年举办

纪念建党大会。创新地提炼了“三个情怀”、“三条底线”、

“三个融合”、“三个做什么”的党建“he”文化，用实际

行动诠释党建就是生产力，党建就是凝聚力。

6 月 30 日下午在集团总部多功能厅举办了以“真情实意

跟党走，脚踏实地办企业”为主题的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总结

表彰大会。

浙江省委组织部两新组织党建处处长杨州、浙江省委组

织部两新党建处副处长王祥磊、富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

委两新工委书记吴通赛、杭州市委组织部两新党建处主任科

员吴晔晖、东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海强及建设银行、农特

集团、新登镇、长兰村领导和党员代表，以及东洲街道村企

党员代表和来自集团不同岗位的 270 多名党员共同参加开放

式党建活动。

会议发布集团党建宣传片与 2017 年集团党建十件大事、

先进表彰、支部风采秀、乡村振兴签约、党建共建签约等环

节内容。

为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经集团党委

多次实地调研，最终在会上与农特集团、新登镇长兰村正式

签订三方协议，并发挥农特集团在“互联网+农业”领域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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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真正把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建行富阳支行是富春江集团重要合作伙伴，会上签订了

银企党建合作协议，是双方合作的延伸和深化。建行杭州市

分行纪委书记胡勇刚说：建行富阳支行将和富春江集团一起

“共建共学共同践行、紧密协作共享资源、大胆尝试共同创

新、及时总结共创品牌。”

支部风采秀环节中，集团 6 位书记委员上台后分别接受

主持人的访谈，就所在支部的品牌建设与大家进行了分享。

富春江集团在富阳率先创建“一支部一品牌”工作。26 个支

部就是 26 座堡垒，每个支部都能发挥作用，就能为集团的发

展汇聚无穷的力量。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孙庆炎作了《真情实意听党

话，脚踏实地办企业》的党建工作报告。孙书记指出，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富春江

集团成立的 33 周年，党建工作陪伴集团发展了 33 年。从创

业初期到实施兼并阶段，再到现在的迈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集团党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建力量成为引领和推动

富春江集团发展的根本力量。孙书记要求，新时期党委要继

续把党的声音传递好，把和谐劳动关系落实好，把企业做强

做好。

浙江省委组织部两新组织党建处处长杨州充分肯定了富

春江集团在党建工作上的成绩与探索，并相信富春江集团一

定能成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企业的典范；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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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的典范；一定能成为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价值的典范。

☆传化集团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红色驱动 融入发展”

党建论坛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传化集团党委于 6月

29日，隆重举行纪念建党 97周年暨“红色驱动 融入发展”

党建论坛。集团在杭各产业、企业党务干部和党员代表 160

余人参加会议，全国各地近 60个支部同时以视频形式参加活

动。

开设党建论坛，既是交流，更是学习，这是集团党委继

续坚持 2017年的这一富有创新意义的做法。本次论坛还特别

邀请新安集团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参加、分享。无锡公路港党

支部孙醒、纺化技术党支部陈八斤、杭州公路港党支部王跃

节、新安集团运营党支部张伟红等 10名来自智联、化工等产

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务干部分别上台作了他们的党建论文分

享。这 10篇论文是从今年集团党委收到的 41篇党建征文中

的优秀作品，各有千秋。

随着集团的快速发展，党群组织在快速增长，党群干部

队伍新增、调整频繁，新任党群干部对集团党群工作流程亟

待熟悉、党群业务知识亟待提升，而新上任的党群干部对基

础业务工作也存在一些盲区与误区，当日下午还举办了集团

党务、工会干部培训班。与去年的党群干部培训班的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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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于，本次培训，党务、工会干部融合在一起，共聚一堂。

且本次培训的讲师，均是传化内部专家——由集团资深党务

干部、智联党委副书记陈献勇为与会人员作党务实操培训；

集团党群办副主任颜碧虹作工会实操培训。

培训还安排了分组互动讨论，9个小组分别围绕“在党

群工作推进过程中，怎样理解载体创新，有哪些载体可以创

新，怎么做？”、“企业在打造阳光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环

境中，党群组织如何作为，在现有的基础上还可有哪些创

新？”等 5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先后登台作讨论成

果分享。

集团党委书记陈捷在论坛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对 10

篇论文作了精要的点评，肯定了党建论坛对传化党建工作的

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强调传化党建一直提倡基层组织模式，

即工作重心在基层，工作作为在基层，工作的创新在基层。

做论坛，尤其是面向基层，内容要防止过大，要想办法聚焦，

找小点，讲出工作的深度。党务工作者，平时在工作中除了

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除了自己实干，也要学会构架总

结。基层支部工作则要尽可能地往细处走，往顶上走。工作

做得越深，跟经营就贴得越近，员工就跟企业贴得越亲。

最后,集团党委常务副书记朱肖祥作总结讲话，他从:聚

焦党经联动，深化协同机制建设；聚焦工作融入，促进企业

转型发展；聚焦文化落地，强化观念引导；聚焦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细化员工关心关怀；聚焦党群联动，展现组织活力



6

五个方面，对集团党群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从：对照年

度目标责任书、对照半年度差异分析，深化党经协同、高质

量发展协同、党建规划制定、文化大纲宣贯落地、全国民主

管理现场会推进、持续激发员工创业创新热情等方面，对下

半年工作作了部署。

☆娃哈哈集团举行以“我爱我的党，我爱我的国”为主题的

大会，庆祝建党 97 周年

6 月 26 日，以“我爱我的党，我爱我的国”为主题的中

国共产党诞辰 97 周年庆祝大会在娃哈哈大礼堂举行。在杭党

员、干部员工参加了此次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描绘新时代的视频拉开了此次庆祝大会的

序幕。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吴建林宣读 2018 年组织发展工作的

决定。今年共有 50 名拟发展对象接受党组织的考验，顺利加

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这批新党员来自娃哈哈各条战线，他们政治可靠，思想

过硬，均是各自岗位的佼佼者。有来自科研战线的、有来自

分公司基层的、也有来自销售前线的。集团总经理宗庆后为

18位新党员代表一一佩戴带有党徽、象征党员身份的上岗证。

面向党旗，新党员们庄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洪亮慷慨的声音，是党员们对组织立下的誓言。

宗庆后说，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7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同样也是娃哈哈革故鼎新，

全面创新的关键一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立足新时代，

勇于新作为，再创新辉煌。

娃哈哈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宗庆后回顾了娃哈哈的发展史，

同时也向全体娃哈哈的党员干部提出了要求：娃哈哈的党员

干部要补足精神之“钙”，做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娃哈哈的

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娃哈哈的

党员干部要善于学习，尽快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娃哈哈

的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品德修养，做一个形象良好的人。

☆浙江宏昊律所联合党支部开展辩论赛，献礼七一

7 月 1 日，为庆祝建党 97 周年，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联合党支部开展迎七一·纪念

建党 97 周年活动。

活动开始，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庄重宣誓。

党支部书记傅娟娟向全体党员通报了《关于成立中国共

产党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联合支部委员会的通知》。为进一

步落实两新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双覆盖的要求，经司法局党

委会议研究决定撤销中国共产党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支部委

员会，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联合支部委

员会，共由 18 家律所组成。

接着开展了主题为“律所搞党建能促进律所创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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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组织了青年律师一起参与，把党建带群

团体现在活动中。辩论赛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现场气氛热

烈。

辩论结束后，傅娟娟书记为全体党员上党课，学习全区

过硬支部培育工作建议，讨论过硬支部创建方法和举措。

☆富通集团党委开展“‘八一’慰问送温暖、军民情深话共

建”活动

为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 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加强军民团结，7 月 15 日下午，富通集团党委办公

室走访、慰问了富阳区人武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带

去了富通人的关心和祝福。同时，集团党工团代表们与广大

官兵欢聚一堂，观看了“中国梦，强军梦”专题演出活动。

整场晚会有歌舞、小品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了军民

同心、喜庆“八一”的心情，讴歌了“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

多年来，富通集团始终坚持开展军民共建等拥军活动，

特别是每年“八一”建军节、春节来临之际，通过各种形式

的共建和走访，进一步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树立企业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国电能源研究院党委举行了党员示范岗授牌仪式

近日，国电能源研究院党委举行了党员示范岗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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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各党支部委员及以上、院团委、工会及人力资源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党委书记、总经理叶水泉亲自为党员示范岗、示范集体

授牌，这次被授牌的共有 23名示范党员和 2个示范集体。去

年，源牌设备公司党支部率先开展了党员示范岗活动，通过

此次授牌，这项活动正式在全院范围内推开，这是党员亮身

份、亮责任，接收监督，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被树为示范

岗的党员，必须具备五方面的要求：积极向上、政治思想好；

勤奋学习、业务水平好；以身作则、组织纪律好；乐于奉献、

服务大局好；诚实守信、思想品质好。同时，“党员示范岗”、

“示范集体”实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示范岗党员出现严重

问题，立即撤销称号，收回岗牌。

☆春风驿站举办“学唱入党誓词歌，牢记使命跟党走”主题

党日活动

为激励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

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7 月 16 日晚，春风党群服务驿站

和春风动力党委联合举办“学唱入党誓词歌，牢记使命跟党

走”主题党日活动，特邀余杭区文化馆声乐老师贺金彪现场

教唱入党誓词歌《我宣誓》。参加主题活动的有春风驿站成

员单位微光电子党委、西奥电梯党委、诺贝尔党委、兴源环

境党总支、四通化纤党支部、欧伦电气党支部、福斯达党支

部、港华燃气党支部、万陈社区党总支和春风动力党委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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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党员。

春风驿站站长、春风动力党委书记朱方志说，举办这样

的学唱活动，并通过今后党员活动时的经常唱，旨在让全体

党员重温申请入党时的思想激情和奋斗追求，回顾入党宣誓

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唤醒先进意识，增强党性观念，

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协会片组活动精彩纷呈

（1）第一片组（上城区、下城区）开展党建工作交流活动

7月 25日，第一片组在浙江中智经济技术服务公司开展

党建工作交流活动，组织成员参观并进行座谈交流。协会秘

书长陈亚君、下城区两新科科长金杰应邀出席会议。

大家在浙江中智经济技术服务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冯利国

的带领参观了阅读角、荣誉墙、办公环境、党员活动室、党

建宣传栏，并听取了中智的组织架构、业务发展及先进党组

织经验做法的介绍。随后在会议室召开了党建工作座谈交流

会，大家积极发言，交流党建工作心得体会，同时还对当前

两新党务工作者如何更好推动企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片组组长、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吴建林对大家积极

参与和支持片组工作、用心建言献策表示感谢，号召大家一

如既往地支持协会和片组工作，加强互联互通。

协会秘书长陈亚君首先肯定了第一片组的活动，同时部

署了协会近期的重点工作，如持续深化牵手结对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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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片组（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组团体

验“互联网+党建”

7月 20日，协会第八片组组织开展了片组活动，集体参

观学习协会会员单位青庭科技的“云集党员体验馆”项目点，

体验互联网+党建。协会秘书长陈亚君应邀参加。

第八片组成员单位参观了云集线下商品展厅和党员活动

室，体验了云集党员体验馆内的 VR、AR等虚拟现实设备，

身临其境感受了湖南红船和革命纪念馆，参与了红军翻越雪

山的互动场景，观摩了云集智慧党建平台的操作演示。参观

结束后，第八片组成员单位纷纷表示，不虚此行，感受到了

“互联网+党建”的魅力，给自身企业的党建工作带来了触点，

为党建创新工作点燃了火花。

报：省委组织部、省委两新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两新工委，

市委组织部两新党建处、各区、县（市）委组织部、各区、县（市）

委两新工委、张仲灿、李志龙

发：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