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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大党建”工作格局
——金桥开发区党建创新工作方式纪略
【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俞丽辉
开发到哪里，
党建就到那里。
20 年来，在金桥开发区这片 27.38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已崛起各类独资、
合资企业 300 多家。非公企业的利益
构成和组织架构与传统企业不同，开
发区的党建工作没有现成模式可循。
党组织如何维护各主体利益，把
党的工作做到代表未来、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人群中，把所属体系中最有影
响力的各类精英代表吸纳进来，把各
类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中的代表吸纳进
来，实现积极有效的组织整合，是开发
区党建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经过多年实践，金桥开发区党建
以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重点，
创新
工作方式，整合各类资源，建立了“大
党建”工作格局。今天的金桥非公经
济组织的党建，
已走出一条堪称
“金桥
模式”的新路。

金桥非公经济组织
党建有四大亮点
□张良

不拘一格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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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出口加工区综合党委（以下
简称金桥综合党委）面对开发区内大
量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高度现
代化的经济组织，
通过开展独立建、挂
靠建、依托建、联合建等方式，打破了
传统的按照单位和地域设置党组织的
方法，创造了党的组织跨区域、跨行
业、跨单位建设的新模式，
极大地丰富
和发展了
“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上海雅斯拓公司联合党支部，就
是一家通过跨单位建立的党组织。联
合党支部以雅斯拓智能卡技术有限公
司（中法合资）和雅斯拓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法资）的党员为主体。两家公
司位于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主要从
组织。
事各类智能卡的研发和制造，产品远
销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于通信、金融、 “党工联建”
一肩挑
网络传输等数字安全领域。党支部坚
持
“有作为才有地位”，通过创建
“党员
在金桥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
示范岗”，激励党员岗位成才，成为生
中，
“党工联建”是一大特色。在金桥，
产能手、业务骨干，增强联合党支部的
综合党委党务干部和工会联合会干部
影 响 力 ，发 挥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 2009 “双向兼职、一岗双责”。大部分企业
年，党支部被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
的党、工组织负责人也是“一肩挑”。
社会工作党委评选为“上海市新经济
工作同步计划、同步实施、同步考核、
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
。
同步推进，为提高党建工作的渗透力
如今，金桥综合党委已设有 102
和有效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个直属党组织和 132 个党支部。党员
2008 年 6 月，针对外资企业劳资
2000 余名，入党积极分子 300 余名。 纠纷频发的情况，综合党委牵头成立
基层党组织中，外商独资企业党组织
了
“金桥开发区顾问团”。成员单位包
104 个，约占 78%，中外合资和民营企
括新区社会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部
业党组织 28 个，约占 22% ；党组织和
门、区信访办、金桥治安派出所等“十
党员已覆盖开发区 300 多个非公经济
路英豪”。顾问团成员
“随叫随到”，
沟

□俞锦辉
在我抽屉里，珍藏着一份中共中
央组织部颁发的鲜红“党费收据”，这
是我为支援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救灾工作而交纳的“特殊党费”。作
为一名普通党员，这也是我入党以来
最有价值、最有纪念意义的党费。
2008 年 5 月，汶川发生震惊世界
的大地震。但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
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更为无数共产党员在抗震救灾
中的忘我精神而深深震撼。当年的
一幕幕感人场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
故事，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地震发生的瞬间，德阳市东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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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出口加工区综合党委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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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协调，对开发区内的劳资纠纷等处
置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和人力支持。
在金桥综合党委办公室有很多锦
旗，
每一面锦旗的背后，
有一个生动的
故事。2009 年 11 月，开发区内某日资
企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生产经营无
法持续，
经公司董事会决定，
与全体258
名正式员工提前终止劳动合同。金桥
工会联合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
基于
咨询公司与企业的沟通更加顺畅这一
现实，
多次与该企业委托的咨询公司沟
通协商，
并要求在法律规定基础上，
合
情合理地制订经济补偿标准，
同时要求
该企业工会主动配合行政方，
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
依法执行法定程序。另一方
面，
为了使员工能更加合理地看待赔偿
问题，
金桥工会联合会聘请律师为职工
代表讲解法律条款。

特殊党费
学教导主任谭千秋双臂张开趴在课
桌上，
身下死死护着 4 个学生，
学生都
获救了，
谭老师却不幸遇难；
映秀小学
老师严蓉救下 13 个学生后殉职，1 岁
半的女儿却成为孤儿；党员女教师向
倩牺牲时，
双手呈环抱状趴在地上，
她
柔弱的身体已生生断成三截，而她怀
里却紧紧拥着3个孩子……
彭州市公安局民警蒋敏在这场
灾难中全家 10 口人全部遇难，但她
却一直和战友们忙碌在救援第一线；

浦东新区社工委副书记金玉明
向先进党组织颁奖。
浦东新区有关部门参加金桥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研讨会。

青川县人武部部长袁世聪 3 次路过
母亲和侄女被埋现场，都因紧急任务
无法停留，最终她们都在地震中去
世；青川县石坝乡党委书记舒云兜
里，揣着 6 封父母遇难的“急电”，在
他们入土时都没能为他们送行……
催人泪下的故事，真实印证了共
产党员与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因为
有“情”，他们义无反顾；因为有“情”，
他们忘我牺牲。他们以实际行动证实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在金桥工会联合会的指导下，企
业职代会推荐 6 名员工作为协商代
表，把职工的 28 条意见反馈给行政
方。劳资双方在互让互利的基础上形
成了共识，最终员工们得到了高于法
律 1.35 倍的经济补偿。金桥工会联合
会积极搭建的集体协商平台使劳资双
方实现了双赢。为表示感谢，该企业
董事长专程从日本赶到金桥工会联合
会，
赠送了
“搭建平台、沟通协调、坚持
双直、构建和谐”的锦旗。
金桥开发区走出了一条以“党群
协调联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特色
的非公经济组织党建新路。
金桥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是开发
区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她正随着开
发区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每天
为埋在废墟中的同胞牵肠挂肚，常常
为救灾英雄动容流泪。除了在第一时
间为灾区人民踊跃募捐外，我们又能
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这时，中组部向
全国党员发起为灾区捐献
“特殊党费”
的号召，顿时让我热血沸腾。交纳党
费是一名共产党员对组织的基本义
务，我们难忘在许多电影中的感人一
幕——党员从带血的口袋里掏出交给
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而在和平年
代，
当祖国一方有难时，
党中央发起这
一号召，无疑体现了党与人民群众骨
肉相依的特殊意义，这也是建国以来
在全党首次组织发起的交纳“特殊党
费”
活动。当时，
我和身边的党员们都

金桥开发区非公经济组织的党
建，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创新经验，形成
了特色和亮点。
一是坚持大局意识，突出党组织
政治整合功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趋势、
新情况，金桥开发区通过价值
整合凝聚执政党的社会支撑力量，通
过制度整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合法
性，通过组织整合扩大执政党的执政
基础，把党的工作深入到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人群中。
二是坚持发展意识，明确非公经
济组织的党建新思路。金桥开发区
党建明确提出“开发建设到哪里，党
的组织就推进到那里”的党建目标要
求，创造性地提出“两稳定一合适（企
业经营稳定、党员队伍稳定、合适的
支部书记）”、
“ 行业相近、地域相邻”
原则和“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
个，提 高一 个 ”组 织 建 设 要 求 ，形 成
“企业需要、业主理解、员工拥护、党
员欢迎”的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
思路，使开发区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
目标清、方向明。
三是坚持主体意识，提高党组织
利益协调能力。金桥非公经济组织的
党建坚持主体意识，积极探索和创新
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的有效形式，使
党的影响力覆盖新领域。同时，根据
开发区非公经济组织利益多元化的基
本特点，党组织积极发挥利益协调功
能，
既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又最大限
度地实现企业及投资者、职工群众的
切身利益，
保证和谐稳定的局面。
四是坚持人文意识，体现党组织
凝聚人心作用。金桥重视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和融合，在整个开发区营造
和谐、团结、友善的氛围，在党建工作
中尊重广大员工的价值追求，注重广
大员工的精神生活，提供“家庭”式的
人文关怀，努力搭建员工成长和成才
的阶梯、
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增强员
工的归宿感和责任感，提升开发区的
整体凝聚力。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 MPA 教育
中心主任、
副教授）

毫不犹豫地交纳了这笔珍贵的“特殊
党费”
。时隔不久，
我收到了中央组织
部颁发的这份珍贵的党费收据。
汶川大地震已时隔 3 年，每当人
们怀念地震死难同胞时，我就会想起
曾经为灾区人民捐献的这笔“特殊党
费”
。
（作者曾在纺织系统担任企业工
会主席、厂党委委员，在区文化系统
担任办公室主任，现任浦东企联《浦
东之窗》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