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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已经上升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高度。

近年来，安徽省高度重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特别是园区非公党建工作。2019年6月27日至28日，省商务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非公工委在濉溪经开区召开全省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现场会，探索创造“智慧党

建”工作新模式。强调全省开发区以高质量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是省商务厅连续三次会同省委组织部召开全省开发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现场会，目

前在全国已形成安徽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金字招牌”。

“在安徽省商务厅的指导下，各地大力推动园区非公党建工作，涌现出一批诸如长丰、濉溪、肥西、郎溪等卓有成效的开发区，交出了一份份骄人的非公党建的答卷。 □ 记者 吴善良 本版图片由开发区提供

党建引领非公经济 红色引擎彰显动力
安徽开发区以高质量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为安徽省首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长丰(双凤)经开区成立于1993年，引进项

目900 余家。近年来，随着园区内非公企业

的迅猛发展，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被提到了

重要位置。

针对非公企业行业差异大、党建工作起

步晚、户均党员少等问题，长丰(双凤)经开区

党工委高度重视，经过深入调研，大胆探索，

构建了“开发区党工委—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党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站”三级组织架

构，形成实体建站、专人专职、以站管片、连

片成面、社区兜底的工作格局。

为破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力量薄弱难

题，长丰(双凤)经开区先后制订《非公企业选

派党建指导员暂行办法》《非公企业党建指

导员考核办法》，按照“一人多企”的办法派

驻非公企业开展党的工作。目前，党建指导

员的队伍从最初的4人扩大到如今的36人，

全部来自机关、社区各个党支部工作经验丰

富、学习能力强的党员干部。

自2017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工委

积极施行“互联网+党建”理念，搭建“智慧党建

云平台”，充分利用党建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

终端设备，改进非公党建的工作方式方法，夯实

非公党建基础，不断激发党建工作新活力。

长丰（双凤）经开区围绕“两网三屏两中

心”模式（“两网”即管理内网与服务外网，

“三屏”即手机屏、触摸屏、电视屏，“两中心”

即党群服务中心与党建大数据中心)，全力搭

建集组织建设、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于一体

的“双凤智慧党建云平台”。

基于“互联网+”技术，双凤智慧党建云平

台在建立健全基础党建数据库的基础上，对

党组织、党员的标准化建设和日常工作进行

全程留痕、全程纪实、全程监控。通过引入积

分机制，系统自动根据党员日常参与党建工

作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如党员是否按时参

与三会一课、是否按时缴纳党费、是否积极进

行群众走访、是否坚持学习教育等，利用大数

据技术生成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体检报告。

在党建引领下，长丰（双凤）经开区经济

社会呈现更快速度、更高质量发展态势。

2019 年，摘得“数字智慧园区”“绿色生态园

区”“国家双创特色载体”等荣誉称号。数据

显示，2019 年，长丰（双凤）经开区预计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战新产值同比增

长 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0.7%；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0%。

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建装上“智慧云大脑”

合肥宝湾国际党建文化中心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党建文化中心

为切实增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濉溪经开区明确分类标准，促进差

异化管理。开发区将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组织

设置、队伍建设、组织生活、工作保障、作用发

挥等摸查核实情况作为分类标准，把园区46

家单独组建非公企业和7个联合组建党组织

分为A类(示范类)9家，B类(稳健类)12家，C

类(成长类)22家，D类(孵化类)10家;为区内党

组织统一制作分类标牌悬挂于党建阵地，激

励各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争先进位。

根据各类非公企业组织设置等5个方面

的党建现状，开发区还建立了分类联系指导

制度，园区每位党工委班子成员联系指导 7

个不同类型的党组织，并通过搭建示范类、

稳健类、成长类、孵化类企业党组织间结对

帮扶，以“强带弱、大带小”的方式，推动园区

非公企业党组织共同提质升级。

在考核上，开发区按照分类标准和工作

推进情况，对园区非公企业“区别对待”，对

同一起跑线上的非公企业党组织采用同一

个考核标准，改变园区以往“一刀切”的考核

方式。发挥党工委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联

系指导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非公党建工

作摸查督导,制定工作台账清单。强化督查

结果运用，建立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实行

分类考核、同类同考，每年对每类前3名评为

“优秀”等次的非公企业，以奖代补给予一定

党建经费资金补助。

另外，对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类别实行动

态管理，根据季度分类考核情况汇总及时进

行增级降级，发挥分类考核的激励作用和分

类标准的导向作用，激发非公企业党组织争

先进位的内在动力，激励ABC不同类型的非

公企业党组织拉升标杆，推动非公企业党组

织标准化建设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体系完整、责任清晰、功能齐全……在

濉溪经开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已经形成一

整套成熟机制。

濉溪经开区建立了党工委班子成员和机

关党员分类联系指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制

度，制定了指导清单和考核管理办法，层层落

实、督导，凝聚抓党建的合力。此外，构建“1+

1+X”机制，“三个三”模式建强队伍，通过“产

业联建、龙头带建、区域共建”方式，濉溪经开

区瞄准“四上”企业、联合支部企业、新入驻企

业，加强联系指导力度，进一步抓组建促覆盖;

巩固非公企业党组织党建阵地基础，对标提

质，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郎溪经济开发区于2005年6月启动建设，2018年7月，安徽

省政府批复加挂“安徽郎溪皖苏产业合作园区”牌子，郎溪经济开

发区形成“一区四园”格局和三大主导产业。在经济向好的同时，

园区始终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着力

打造红色园区，实现了党的红色阵地全覆盖。

在氛围营造方面，郎溪经济开发区根据县委统一安排部署，

48 家非公企业党组织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全部完成“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工作。举办开发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班，培训 60 人次。

依托党建指导员，开展“送学入企”80 余次，共计发放《摘编》《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等学习资料260余份。通过开展主题

教育，在企业形成了“有事找党员、有事找书记”的红色氛围。

为强基固本，建设“红色堡垒”。2019 年 4 月至 6 月，通过落

实全县非公企业党组织“集中组建月”和规范化建设“百日攻坚”

行动，对全区所有非公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党组织建设情况及

党员情况进行了摸排登记，更新健全工作台账，采取“单建、联建”

方式，灵活设置非公企业党组织，实现新单独组建党支部 10 家、

新调整设置联合党支部5家，覆盖19家企业，整顿不规范党组织

10 个，确保非公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及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

展省非公信息平台数据维护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如实统一。

此外，郎溪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党建带群建、群建助党建”，

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用，实行“组织建设、阵地使用、活动

开展、队伍培养、品牌服务”五个“一体化”工作理念，形成“党建带

群建、群建助党建”的良性互动。“党建带群建、群建助党建”活动开

展以来，实现新组建工会组织12家、团组织7家、妇女组织21家。

在“红色骨干”建设方面，开发区举办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培

训班1 期，党建指导员培训班1 期，共计培训近70 人次。顺利完

成开发区第三批党建指导员任期考核，2人被评为优秀等次。新

选派 16 人任第四批党建指导员联系指导全区 120 家非公企业，

实现派驻全覆盖。设立北片区一组党建工作指导站，每月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严格执行县《党建工作指导站（组）管理办法》《党

建指导员管理细则》，实行持证上岗、季度考核等工作机制。

开发区实施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推动非公党建工作落实

落细的强大合力。开发区不断推行“4+X”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党

组织结合促进生产经营、维护职工权益、提升文化品位等，创新

“X”自选动作，开展可操作、有实效的特色活动，如得奇环保的

“企业发展大家谈”、动力源党支部的“黑豹突击队”、祥明党支部

的“党员突击队”等，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互融共进。会同群

团组织开展爱心助困、志愿服务、评选巾帼女能手、职工“五必访”

等活动，扩大职工参与度，提升党群组织凝聚力。

目前，郎溪经济开发区纳入台账管理的非公企业有 120 家，

其中单独组建党支部43个，联合党支部5 个、覆盖19家企业，党

组织组建率为51.67%。未组建党组织的58家非公企业全部派驻

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系开展工作，其中 35 家非公企业成立了群团

组织，实现了党的工作全覆盖。

肥西经开区针对非公党组织党员队伍实

际，坚持学做结合，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发区采取

“线上+线下”交互模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线上”推广“学习

强国”“每日一学”，指导党员及职工利用“碎

片化时间”学习党务知识和时事政治，收看收

听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等，了解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每月通过微信群、QQ 群或手机短信向非

公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分别推送 1~2 条最新党

务知识，强化党员日常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线下”通过党员大会、支委会、主题党日、

红色基地和党课辅导等形式，组织党员集中

学习。

此外，肥西经开区聚焦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坚持以党组织“三有两评”活动为抓手，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志愿服务活动计划，组织党

员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合自身特长，立

足本职岗位，开展承诺践诺、志愿服务、结对帮

扶等活动600 余次，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安利

党委结合公司“逐梦前行”25周年纪念活动，全

面总结发展成就，激发“红色基因，点燃创新安

利”企业文化；威希特党支部结合晨会，每日推

送一篇歌颂祖国文章，引导党员员工守初心，

担使命；亿帆医药党支部依托大健康服务板

块，开展健康公益服务进企业、社区活动，累计

受众 1100 多人次；云森物联网党支部组织赴

金寨、霍邱等地开展“智慧雪亮”工程助学接力

活动，与当地6户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定期输送

助学物资。

开发区还投建2200 平方米“益企”党群服

务中心，按照党建服务、人才培育、产业扶持、

为企服务等功能布局，构建了集“服务、管理、

互动、共建”为一体的“益企共建”综合阵地。

制定出台肥西经开区“益企”党群服务中心推

进实施方案，将中心建设推进划分为4个阶段、

12 项具体工作，明确牵头领导及相关责任部

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目前，一期整体基础

装饰建设工程施工结束，二期智能工程项目已

于 2019 年 11 月下旬进场制作。中心可望于

2020年3月底投入运行。

在培育两条“智领先锋”主题党建示范带

方面，开发区按照“一企一品”要求，重点培育

玉兰大道、繁华大道沿线 5 家非公企业党建示

范点，打造“智领先锋”党建示范带，形成1个龙

头示范党建品牌，带动一批非公企业党建示范

点，培育一支非公党建领军人物，辐射一片产

业链党建联盟圈。区党工委牵头抓总，以党建

工作站为支撑，分片开展“一企一品”课题调

研，提炼“党建+发展+文化”特质，与企业出资

人、党组织负责人深度沟通，并围绕企业生产

经营、人才培养、发展方向、企业文化、党建工

作等方面进行细致了解，精准指导，打造培育

出“红色动力助推云森速度”“红色先锋·多彩

泰禾”“红色引领 畅美锦瑞家园”等一批“红色

系列”党建品牌，弘扬了“一个支部一座堡垒，

一个企业一树标杆，一群骨干一队先锋”的红

色正能量。

为了建立三项“益企”服务工作机制，开发

区推行包联服务全覆盖，制定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益企”党建服务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试行）》文件，组建肥西经开区“益企”党建

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整合部门资源力量，明确

责任分工，列出服务清单。建立涉企服务共建

机制。整合经贸、政务服务、社会事务、安全环

保等涉企资源，组织开展“进企强服务，访企谋

发展”专题走访活动，分组深入包联企业走访

调研，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推动党务骨

干培育。注重从中高层管理者中选优配强

党组织书记，规模大、党员较多的非公企业

党组织，配备专职副书记或党务工作专干。

举办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2 期。推动党

建指导员（联络员）编组入站。择优选派 39

名党建指导员（联络员），依托党建工作站设

置 2 个党建指导组，强化日常管理监督，落实

定期培训和激励考核制度。严把发展党员

质量关，2019 年以来，新发展党员 40 人，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 56 人。

郎溪经济开发区：
红色阵地全覆盖

肥西经开区：学做结合推进“益企”党建

濉溪经济开发区：因“企”制宜 完善机制

腾飞的双凤

濉溪非公党建现场会

长丰（双凤）经开区肥西经开区非公党建促发展“益企”观摩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