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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全面迈进千亿园区时代

45岁的宋奇峰是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工程师，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省优秀共
产党员”等称号。

宋奇峰是个大忙人，不仅承担着集团公司清钢联的
维护、电气设备的维修，还担负着所有电气设备的检查。
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也没有闲着，时刻关注着公司每台清
钢联的运行状况。“工作中没有小事，工作就意味着责
任。”宋奇峰说，从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公司领导、车间
老一辈师傅就告诉自己，要真诚做人，用心做事。

宋奇峰经过多年潜心钻研，从普通电工成长为一
名高技能人才，被誉为排除电气设备各种疑难故障的

“土专家”。几年前，公司两台清钢联已超过原设计使
用寿命，经常发生故障，他提出改造“洋设备”的大胆设
想，不仅大大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且一次性节约费用
就达40万元。公司提倡节能降耗，于是宋奇峰和他的
同事们就将一些废旧的零件和一些没用的细小物件应
用在设备维修和维护上面，为公司每年平均节约了50
万元的维修费用。公司一些设备的电路板非常昂贵，
宋奇峰修复这些设备的变频器主板、接口板、电源板近
百块，为公司节省资金上百万元。

宋奇峰：“土专家”的大智慧

自2014年以来，湖南三金制药有限公司累计获得
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批件 6 个，每年都有新产品推
出。2014 年研发推出拉莫三嗪 50mg，2015 年研发推
出烟酸缓释片，2016年研发推出生姜总酚和生姜总酚
软胶囊，2017年推出肝肾补颗粒和小儿感冒颗粒。这
些新产品的面市，为无数患者减轻了病痛。它们的研
发，与公司研发团队的领头人陈俊分不开。

陈俊在湖北中医药大学学的是制药工程专业，毕
业之后一直在三金集团工作，他深知药品生产企业的
核心是产品和创新，这些新产品为企业注入极大的成
长潜力。如今，湖南三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拉莫三
嗪片已发展为湖南拳头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
安闲商标获得“湖南省著名商标”；生姜总酚软胶囊为
2016年全国批复的仅有两个中药新药之一，其生产工
艺采用中药领域高新技术，为湖南省医药行业领域独
家，该产品已于2016年底上市。陈俊和他的研发团队
还统筹布局精神药品细分领域，积极开展一类精神药
品莫达菲尼的研发，2017年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一类
精神药品（莫达菲尼）研发资质，是常德市第一家、湖
南省第二家获得该类资质企业，为湖南三金深耕精神
领域细分药品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为
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与投入且成果斐然，湖南三金也
连续获得“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陈俊：用创新研发为患者减轻病痛

今年54岁的周家国，跟酒打了30多年的交道。
做为一名党员，周家国有一股“吃得苦，霸得蛮，耐

得烦”的劲头，担任武陵酒业酿酒车间副主任的他几乎
没有节假日休息，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下班前检查每
道工序是否完成，并做好记录。实施“精细化、规范化、
标准化、科学化”管理方针，重视每道工序的质量。他
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处处高标准要求自己，对从事
的工作，严谨思考，仔细分析，追根求源，找出最佳方
案。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和对酿酒工艺执着追求，周
家国在2017年“湘酒”常德区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2015年，根据酱酒生产特性，在不减少投粮量的情
况下，周家国向公司提出将3班改为2班生产，给每一
员工做好思想工作，讲解调整改革的重要性，得到了员
工的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方案的实施，不仅避免夜班
工人可能产生疲劳给生产带来损失的隐患，同时降低
了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可为企业减少26万元的开支。
在2017年酿酒生产过程中，周家国牵头成立攻关小组，
根据酿酒每轮次酸度、水分、淀粉的变化情况，及时与
技术部门调整生产方案，指导员工精准操作，每个技术
参数达到最佳点。付出总有回报，酿酒生产的产量增
长1.6%，产量提高2.6吨，优酒增长14.6%，增加8.1吨。
两项创经济效益49万元。

周家国：汗水酿成美酒

宋 奇 峰 在
车 间 内 查 看 设
备运行情况。

陈 俊 在 中
药 材 基 地 选 取
原料。

常德经开区新近建成投入使用的党群（职工）活动服务中心。

常德经开区非公企业党员参观三一重工常德工业园党建工作。

周家国对酿
酒的每一道工序
都严格把关。

党员先锋

“红色引擎”的力量

昨日，记者走进位于常
德经开区的常德德山宜达
物流园，在设立“党员示范
岗”的门店内，经营业主正
热情地与客户洽谈业务。
中共常德德山宜达物流园
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活动室
里，相应设施设备一应俱
全。文件柜里，整齐地摆放
着党员的学习资料……党支
部书记李兆国向记者介绍，
自从2014年企业党支部成立
以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党
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切实
促进了企业的经营。

宜达物流园的党建工
作只是常德经开区非公企
业党建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常德经开区大力推进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非公企业
全部实现了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党建工作正在
成为经开区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

常德经开区是我市产业发展的主
阵地，是非公企业的聚集区，也是全市
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的主战场。然
而，在经开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火
如荼的同时，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却曾
经相对滞后，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在非公企业中不能得到全面和充分
的发挥。因此，搞好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
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
用，引导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显得尤
为重要而紧迫。

2016 年 8 月，常德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尹正锡参加了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座谈会，暨园区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会后，多次深入
区内企业走访调研，发现经开区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经开区迅
速召开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全
面客观分析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加强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具体措施。2016 年11月23日，“中
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委员会”
正式成立，随即根据区工委提名召开
了第一次选举大会，由 28 家企业党组
织推选的 54 名党代表，选举产生了 5
名区企业党委委员，再由党委委员选
举产生了区企业党委书记和专职副书
记。从此，常德经开区的企业党建工作
开创了新的局面。

以往，常德经开区调度全区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一般由相应部门协调调度，
重大事项由区工委分管领导进行调度。
2017年以来，区工委将研究全区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提上工委研究议事议题，涉
及非公企业党建的重大问题都及时提交
区工委会研究，盘点情况，梳理问题，解
决难题。对涉及非公企业党建的工作任
务纳入全区各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任务，
明确部门职责，确定整改目标，提出整改
要求，设定整改时限。

常德经开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明确了工委班子成
员抓党建工作责任，实行一岗双责。班
子成员联系企业既要抓经济运行，又要

指导开展企业党建工作。工委领导班子
成员经常深入联系企业指导党建工作，
与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代表座谈，
要求每一名党员要在促进企业发展、维
护企业形象，稳定员工队伍、吸引人才方
面主动作为，积极发挥党员作用。对软
弱涣散的非公企业党组织，区工委领导
亲自挂帅进行专项整顿，与企业负责人
一道共同应对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和党
员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

为助力企业发展，常德经开区长期
开展“百名干部联系百家企业”活动，
为支持企业发展和推进企业党建发挥
了积极作用。去年，经开区一家纺织企
业门口因道路改扩建影响车辆进出，企
业的产品难以及时运出，眼看就要违
约。联系企业的干部得知情形后，迅速
组织队伍连夜加班填平了道路，保证了
货物准时送达，避免了企业近百万元违
约损失。

红色旗帜引领，一刻也不容迟缓

“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开展党建工作，
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常德经开区企业
党委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常德经开区工委班子非常重视，领
导经常亲自与企业主进行沟通，各个部
门则迅速跟进，不厌其烦地反复上门做
工作，力促非公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建立
党组织。经开区有10个中小企业园，有
中小微企业近150家，党组织组建难度较
大，单靠组织部门一家有些力不从心，有
些企业负责人打电话不接、多次上门找
不到人，有的见面态度生硬。经开区企

业党委协调区产业发展局、德源公司、区
园区办等部门，集体上门沟通，最终做通
了部分企业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单独或
联合组建了近20个党支部。对于村级工
业园和小型服务型企业，则要求镇街、村
社区党组织大力协助，将其党员纳入村、
社区党组织管理，较好地解决了部分社
会组织和村级工业园小微企业的党建工
作管理问题。

开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首要任务
就是帮助企业把组织机构建立起来。汉
能薄膜公司是一家生产光伏发电设备的

高科技企业，企业签约落户进入经开区
时，常德经开区党建部门就主动与其对
接，了解到该企业科技含量高、高端人才
多，12名正式党员思想素质、理论水平都
比较高，经过与企业负责人及时沟通，
2016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汉能薄膜公
司支部委员会，并按照选举程序，在区组
织部门指导下通过全体党员选举，选出
了公司党支部第一届领导班子，由公司
董事长任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党建
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企业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明

显，留住了一大批高管和技术人才，吸纳
了一批年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纷纷向党
组织靠拢。

目前，全区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
约 30000 人左右，党员 1245 人，全区已
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202家。其中
党委 8 家、党总支 4 家、独立党支部
159 家、联合党支部 31 家。对不具备组
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派遣党建
指导员50名。

2017 年底，常德经开区党群（职
工）活动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
活动服务中心集党员活动、党建服务、
各类会议、创客中心等功能于一体。
还与市图书馆协办建立了德山分馆，
投入一批健身器材，丰富园区企业党
员的文体生活。

红色阵地覆盖，一家也不能空缺

“抓党建不能玩虚的，最终目的是要
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宜
达物流园党支部书记李兆国坦言，自从
建立了党组织，企业党员的精神面貌跟
以往大不一样了，在党员的带领下，经
营户和员工的干劲也越来越大，刚毕业
的“90 后”大学生也积极写了入党申请
书。

常德经开区开展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尤其注重能不能促进企业发展。在
企业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是能否起到实际效果的关键所在。经开
区企业党委指导企业在生产一线设立

“党员示范岗”，并开展“一进、二亮、三评
选”：即党员进车间，亮身份亮职责，每年
进行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
基层党组织的评选。

党建工作步入良性轨道，经开区企
业党组织和优秀党员发挥的作用也愈发
突出：三一重工常德工业园党支部带领
全体党员起到积极先锋带头作用，企业

经济效益直线上升，并积极推行“双培工
程”，培养党员骨干3名，发展6名优秀员
工为新党员；武陵酒业公司党委生产部
党支部专门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酿酒课
题攻关活动小组及酒体新品研发小组，
研制开发了专用的酿酒切槽机等 13 项
科研新产品，使公司的出酒率、优酒率
都连创新高，每年为公司创造 600 万元
以上的经济效益；云锦集团一线挡车
工、共产党员苏玲当选为十八大党代
表，金晟安公司员工李鸿儒被评为全市
优秀共产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常德经开区
非公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去年有 129 人递交了入党申请。
胜美达电机（常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张银斌，恒安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大
论等一批企业高管光荣地成为中共预
备党员。

为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作
用，助力非公企业发展，经开区整合党

建、工建、团建资源，切实开展了党代会
精神宣讲、企业家论坛、“工业杯”篮球
赛、“七一”表彰、劳动模范评选、岗位练
兵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助力企
业发展，不仅为企业留住了大量人才，协
助企业渡过了一
个个难关，解决了
一些困扰企业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
让企业看到了党
建助力企业发展
的希望。

一个个在企
业活跃的党组织，
一个个在岗位上
率先垂范的党员，
生动地诠释了党
建工作与企业发
展的有机融合、同
频共振，在常德经
开区的非公企业

中做出了表率，一批批新成立的非公企
业看到了党建工作对于促进企业发展的
积极作用，纷纷主动申请建立了党组织，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氛围越来越好。常
德经开区在推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中，
始终紧紧围绕促进企业生产经营这一中
心主题，真正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
业的发展优势，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
发展活力，为常德经开区迈进千亿园区
新时代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红色力量汇聚，一个也不要落后

—— 常德经开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文斌 通讯员 宁灿 谈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