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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五性” 实现党建工作提质升级突出“五性” 实现党建工作提质升级
	| 张亚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十四五”
时期要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只有党
的建设做到高质量，才能引领和推动高质
量发展。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会
议强调，要全面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向基层
拓展、向纵深拓展。航空工业党建工作会
进一步提出新时期党建工作由侧重抓党委
向注重抓党支部转变、由侧重抓组织体系
向注重抓组织力升级、由就党建抓党建的

“自循环”向党建与业务共融互促的“大
循环”升级。这些要求为做好新时期党建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航空工业制造院作为军工科研院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党中央要求、国资委和航空
工业决策部署，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
更加突出系统性、规范性、融合性、创新
性、从严性，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
展，最大程度发挥党建工作的价值创造能
力，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突出系统性   凝聚党建工作合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
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
循的原则之一，为我们做好党建工作提供
了科学方法。制造院要坚持体系化思维，
将系统观念贯穿于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各个环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等党的各方面建设作为
整体，发挥党建工作合力。制造院上承国
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航空工业发展战

略，统筹好院党委与成员直管单位党委的
关系、党委与党支部、党支部与党员个人
之间的关系，体系化推进党建工作，形成
上下联动、整体协调的强大合力。制造院
结合实际，紧密结合“十四五”规划，统
筹思考，一体谋划党建、干部、人才、文
化、宣传、廉洁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
实落地。对外树立开放意识，积极搭建良
性互动渠道，建立党支部共建机制，加强
各单位的沟通协调，全面提升党建和业务
整体工作水平。

突出规范性   提升党支部堡垒战斗力

制造院按照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
条例要求，对标航空工业“1122 ”党建
工作体系，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要规范组织设置，按照“四同步、
四对接”要求，及时设立调整、动态管理
和优化改进党组织设置。开展创建标准化
党支部和党小组活动，规范党内组织生活
流程，扩大党小组长和班组长一肩挑比例，
有效发挥党小组作用。要规范组织生活，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基本
组织生活制度，创新开展优秀党员讲党史、
讲技术等活动，增强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和
有效性。要规范党务干部队伍，创新培养
选拔机制，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通过

“课堂授课 + 现场观摩”等形式，重点做
好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
党员骨干培训，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履职
能力。要规范开展活动，高标准开展党建
堡垒示范点创建工作，细化创建标准和考
评细则，采取集中培训、座谈交流等方式，

充分发挥示范点辐射带动作用，为党建工
作注入新活力。

突出融合性   增强企业发展驱动力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将党建与业务工作
紧密融合，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要加强思想认识融合，将党建和业务
工作放在同等地位，安排业务工作时同步
安排党建工作，落实各项业务工作时注重
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要实现领导体制融
合，积极推进党建要求进章程，持续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把党
组织参与重大决策与经营管理层依法决策
有机融合。要实现能力融合，建立党建岗
位双向轮岗机制，将管理骨干向党群方向
引导，将优秀党群干部向业务岗位引导，
形成双向交流。要实现载体融合，搭建党
建与业务工作有效融合载体，开展“党建
+ 项目”“党建 +AOS”等活动，推动党
建工作提质提效。要实现考评融合，推行
党建和业务“双考核”，把考核结果与奖励、
干部使用相挂钩，督促党员干部树立“双
融入、双提升”业绩观。

突出创新性   提升党建品牌影响力

我们加强党建工作创新，要不断加强
理念创新，聚焦国企高质量发展思考党建工
作，把业务工作薄弱环节作为党建工作重要
抓手，把与单位型号研制、改革创新关系大
的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创新重点，充分发挥
党建的优势和作用。要加强机制创新，突出
政治功能、导向作用，立足实效、遵循规律，
及时建立以党建为引领、适应单位改革发展
的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要创新党建
工作方法，运用互联网思维，依托党建云、
微信、移动手机客户端等信息化手段，对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实行全流程记录、
大数据分析，提升党员教育管理服务信息化、
精准化水平。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通过组织开展报告会等方式，深入宣传
有特色、有亮点的先进典型，以点带面，将
个体优势进一步扩展为群体优势，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

突出从严性   增强拒腐防变免疫力

制造院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从严治党要
求，始终保持“严”的主基调，坚持全面
从严、一严到底，不折不扣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做到抓政治思想从严，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日常党建工作相结合、
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营造干净干事、
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做到抓责任落实
从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
定要求，持续完善主体责任清单，指导所
属单位党委构建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
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委
监督责任的“四责协同”机制。要做到抓
干部管理从严，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常态化开展干部担当作为情况分析和结果
应用，深入考察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品
格，选拔出真正为民服务、敢于担当的好
干部。要做到抓监督执纪从严，不断健全
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互贯通的机
制，综合运用谈心谈话、督促整改等形式，
强化日常监督职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本文作者系航空工业制造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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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小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并明确了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航空工业沈飞党
校 / 培训中心党委落实公司党委的相关工作
安排，扎实开展了党史集中学习、微党课
学习讨论、保密专题党课学习分享、党员
讲党课、编纂制作《建党百年史选编》等
活动，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沈飞党校 / 培训中心的一名培训
师，我深刻感受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绩，开辟了社
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切成就，
离不开千千万万党员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
鉴往知来、知史奋进，作为新时代的党员，
我们应当凝心聚力，在党史学习中不断体
悟家国精神、担当意识、为民情怀，不断
扎实推进本岗位各项工作。

在党史学习中传承家国精神。“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论是战
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
还是当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我
们党从不缺少舍生取义的奋斗者。他们的
事迹不尽相同，但每一位都带着爱国主义
的底色。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们要
从党史学习中继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
人的精神血脉，自觉传承家国精神。一方
面在工作中为学员创造契机，挖掘精神富
矿，将爱国主义融入日常培训教学中，积
极参与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
从小家做起，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家国情怀，
用良好家风带动社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潜移默化推动家国精神
的接续传承。

在党史学习中激发担当意识。在我们党的百年发展
史中有多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而每次在危难之际，先辈
们都毅然担起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重担，千千万万份担
当汇聚成澎湃的救国和建设浪潮。在新时代，我们同样
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走好
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立足自身岗位，高质量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并积极创新发展，拓宽培训工作思路，
整合公司各方面资源，将培训工作扎实推进，为打造高
质量人才队伍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党史学习中厚植为民情怀。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党的一贯宗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唇齿相依、
血肉相连的历史，也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发
展的历史。无论是百年前嘉兴红船上追逐光明的摆渡人，
还是百年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始
终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保持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厚植为民情怀，要求我们常怀为民之心，在
行动上秉持务实原则，在职责范围内做到合规管理但又
不失人情味，一切以人为本，以培训提高员工综合技能
素养为本，合理设计规划各项培训活动，对不同类型学
员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身体力行“为
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

鉴往知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牢守初心，铭记
党史学习中的感悟与启迪，做好一名培训教师应尽的本
分，针对当前人员培训工作中的短板，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策划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提升人员技术技能水平，
促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助力公司提质增效的总
体要求，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听党话 跟党走
	| 陈思敏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小时候最爱
看的电影是《刘胡兰》《上甘岭》《江姐》等，
最爱听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从小我就向往成为一名解放
军战士保家卫国。1983 年，我高中毕业，终于
得偿所愿入伍参军了。

我服役的部队驻扎在四川省南充市。新兵
集训结束后，我和战友们一起参观团传统室。
看到弹孔累累的“攻打洛阳营”战旗时，我顿
感热血沸腾。因为我的家乡就在洛阳。小时候
我常听老人们讲解放洛阳的故事。当时战斗无
比惨烈。面对战旗，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为
成为英勇部队其中一员感到骄傲。之后，我被
分到红军二连。连长说，我们连队是井冈山的
血脉，有着光辉的革命历史。我们这些新兵听
了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一定刻苦训练，为红军
连队争光！

野战部队训练十分艰苦。训练场上的摸爬
滚打是家常便饭。最苦最累的是冬、夏各一次
野营拉练。第一次拉练在八月，我们每人身上
挂满了米袋、煤袋、4 颗手榴弹，背上背着背包，
肩上扛着枪，头上是树枝编制的伪装帽圈。顶
着烈日走在山路上，一天下来，浑身湿透，头
上的树叶都打卷干透。夜里急行军，我曾走着
走着就睡着了，真实体验到什么叫人困马乏。
这时，帮战友们扛东西的一定是连里的共产党
员。我迷惑不解，为什么党员身上总有无穷的
力量。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一定向身边党
员学习，刻苦训练，追求进步，争取早日成为
和他们一样的人。

3 年服役期很快过去了，我从一名懵懂莽

撞的小青年转变成为一个有理想、有信仰、有
担当的共产党员。这一切都是部队锻炼培养了
我，是共产党的伟大力量滋养了我。在部队的
三年，我当过通信员，做过连队文书，第三年
又被任命为迫击炮班班长。期间，我曾有幸被
选拔到军区体工大队的军体五项全能队参加军
体训练。三年时光虽然短暂，却值得我用一生
来回味。

退伍后，我来到中航西飞成为一名焊工。
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本职工作，无愧
于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看到一架架飞机成功起
飞，在祖国蓝天上翱翔，我为我是其中的建设
者感到自豪。4 年后，我被调到航空工业导弹院。
从事的焊接工作虽然平凡，但责任重大。我始
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岗位，发
挥着应有的作用。

在我的影响下，妻子和女儿也相继加入党
组织。我常说，不要以为我们是普通党员就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只要有心，再平凡的岗位一
样可以干出令人称赞的成绩。如今，我已有 34
年党龄。一百年来，我们的党不断成长、壮大，
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更好，我时刻感受到祖
国的安定、富饶、强大，难掩心潮澎湃之情，
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一百年的
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代代党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构筑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
供了丰厚滋养。在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征程
上，我一定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

	| 吴遐

回想起入党的情景，在青葱的学生时代，我曾怀着
向往与崇敬，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从此，共产党员这 4 个字深深烙印在
心底。

工作后，我接触到许多优秀党员。他们中有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的国内“蒙皮镜像铣第一人”徐明，有
堪称“巾帼典范、数控先锋”的兰惠，有管理改革能手
刘彤，也有铮铮铁骨的退伍军人“猎鹰之星”熊自敏……
榜样的力量是点滴的浸润，是永恒的感动。困难面前，
我总能看到党员冲锋的身影。他们似旗帜一般，矗立在
科研生产一线、战斗在技术攻关前沿、坚守在平凡岗位上，
以钢铁般的意志，脚踏实地践行对航空事业的承诺。

我常常被他们感动。我记得在蒙皮镜像铣接连 6 次
失败后，徐明红着眼睛对团队说 ：“兄弟们，重新开始。
仔细，再仔细！”我也目睹了钛合金加工团队的王建军
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孩子安顿好后，没日没夜扑在工
作上。设备维修团队年轻的党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新
厂房建设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全力保障设备安装节点。
他们从未察觉自己有什么不同，只管心无旁骛工作。但
他们身上的光芒在闪耀。党员们用敬业担当坚守使命，
为了心中的事业挥洒全部光和热，在创新开拓中不断进
取、披荆斩棘，在工作与生活的取舍中义无反顾而忘
我……这一切，令我更加相信信仰的力量。我深感责任
与动力，唯有加快脚步，摒弃懈怠，扎实前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百年峥嵘，波澜
壮阔，胸怀千秋伟业，恰是风华少年。前赴后继、使命在肩、
责任在心，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历史的滚滚
车轮推动着我们，脚步永不停歇。更高、更远大的理想，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忘我投入、不懈追求。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一路行，一起奔。

同路人 一起奔

“车工精”叶红旗

	| 方久梁

叶红旗，航空工业凌峰军品厂车工班长。也许是因为
当过兵的缘故，叶红旗身材魁梧，肤色微黑透红，经年累
月理着小平头，一身航空工业工装总是神采奕奕。

今年年初，作为公司年度唯一的劳动模范，叶红旗受
到了隆重表彰。党委书记、总经理分别为叶红旗佩戴绶带、
颁发证书奖金，大会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叶红旗从部队退役以来，一直干车工。先是跟着师傅干，
后来自己独立干，再后来带着徒弟干，一干就是 20 多年。
要得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叶红旗 20 年磨一“剑”，经历
天长日久，终于磨炼成“精”——作为公司高级技师、德
阳市首席技师，他被大伙儿称为“车工精”。

既然是“车工精”，自然有绝活。众所周知，普通车床
的操作对加工者有着严苛的要求，因为更多的加工方法体
现在原始的手脑共用上。特别是一些特殊加工方法，更是
靠手和脑“感觉轻重”完成。为解决传统刀具无法满足新
材料、新结构加工的切削角度问题，叶红旗总是勤于思考，
勇于创新，善于打破常规，不断尝试运用新技法、新方法，
以弥补切削刀具角度不足的问题。这些年来，叶红旗不断
总结优化加工方法，改进、自制近百套专用夹具和刀具，
保证了产品精度及粗糙度要求，从而大大提高了产品加工
质量，并缩短了加工周期，确保航空产品交付。

近几年，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新品研制、转包产品、
批产任务及返厂返修任务高度交叉，给本来资源就捉襟见
肘的公司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作为党员，叶红旗积极参
加党支部组织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带头承担急难险重任
务。作为技术骨干，他积极围绕各项技术难题，开展技术
攻关工作，牵头完成“专用螺纹刀具优化”“偏心螺栓夹具
改善”等多项技术改善。为确保生产任务，他长年累月带
头苦干实干，与班组人员长期奋战一线。大家都说 ：“学习
先进，红旗飘飘。”

在一线干过活的人都知道，相比较产品返修，大家更
愿意干研制产品和批产产品。因为返修产品无工艺基准，
在装夹定位上存在较大困难，而且返修精度难于保证，废
品率高，工资收入相对较低。“活累又不多拿钱，明眼人谁
也不愿承担返修任务。”可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样不明事
理的“傻瓜”。面对艰巨的返修任务，叶红旗主动请战 ：“我
是党员，我负责返修！”在工艺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叶红
旗想方设法自制工装夹具，不断钻研攻关，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产品的返修，为工厂挣得了
效益，赢得了声誉。

这些年来，叶红旗奉献舍得，坚守岗位。他的贡献和
工作成绩被领导和同事们认可。他 10 多次被上级单位和组
织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在公司，叶红旗
就是榜样！

幸福都是奋斗来的。叶红旗常说 ：“航空报国、忠诚奉
献不是吹大牛说空话，而是要落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技
艺无边界，钻研无止境，叶红旗希望继续精益求精做车工，
为航空强国做出应有贡献。

【党员的故事】【党员的故事】

“红色+蔚蓝” 引领童心向党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航西飞保育院幼儿园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日，中航西飞保育院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不忘初心，童心向党”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为了传承党史、航史，中航西飞保育院组织

观看“红色记忆·蔚蓝礼赞”主题图片展，使孩子们从小激发爱国爱党爱航空的热情，用爱心、细心和耐心培养社

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马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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