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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营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不
仅是新时期加强和推进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的需要，更是推动民营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陕西京
泰集团近 40 年的发展实践路径可以
看出，民营企业发展必须以党建为引
领，使党建成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红色引擎”。民营企业是实施当地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转移农
村劳动力、增加村民收入、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带动乡村城镇化发展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陕西京泰集团为民
营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路径。

在近 40 载的发展历程中，陕西
京泰集团以党总支为堡垒，以党建引
领促进各项工作发展为宗旨，坚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铁心永远跟
党走，筑就乡村振兴梦。在党总支书
记王然劳的带领下，企业已经发展成
为集纺织、建筑置业、铸造三产为主
的多元化集团公司，在解决就业、扶
贫帮困、捐资助学、疫情防控等方面
做出积极贡献。

40载砥砺前行 奏响党建最强音

多年来，陕西京泰集团党总支始
终抓党建、促发展，主动参与当地乡
村振兴，解决当地农民工、贫困户、残
疾人、大学生就业 2600 人，辐射带动
周边村的一万多人就业。为扶贫帮
困、捐资助学、疫情防控等社会公益
事业捐资捐物 3000多万元。

企业从 1984 年在陕西岐山县五
丈原镇创立；到 1999 年 7 月，中共陕
西京泰集团支部委员会经五丈原镇
党委批准成立；再到 2017 年 8 月，经
蔡家坡镇党委批准为总支部委员会，
陕西京泰集团现有党员 47名。

进入新时期，公司每一名共产党
员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先锋作用
和责任担当，坚守在生产一线，各司
其职，从企业的产品研发、市场攻关、
工程管理、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等方
面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出现了支部
成堡垒，抓好党建促发展，党旗红、企
业兴的新局面。

多年来，党总支重视党建标准化
阵地建设及企业文化建设。1999年，
投资 374 万元筹建党史纪念馆、公司
发展陈列史室、党员活动室、党群活
动中心、会议室等专属大楼，总占地
面 积 3780 平 方 米 。 2018 年 至 2020
年，又投资 80 万元装修党群活动中
心，建成了党建文化长廊。党史纪念

馆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从党的一
大到党的十九大历史历历在目，图文
并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
不畏艰辛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党员
干部的红色教育活动基地。2021年，
又投资 50 多万元建起了四史馆，从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重要历
史阶段取得的不同成就，同时也融入
了陕西、宝鸡、岐山党史发展重要节
点。另外，还建起了思想阅览室，收
集思想书籍 200 多本，成为党员干部
学习进步的好园地。多年来，各级党
组织、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
老百姓近 20 多万人到此参观学习党
史，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2014年，陕西京泰集团党总支被
中共岐山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2017 年，京泰党史纪念馆被陕
西省纺织行业协会命名为“陕西省纺
织行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 年
被中国红色文化中心授予“中国红色
文化传播中心”“中国红色文化旅游
示范点”；2021 年被中央电视总台中
央新影匠心精神栏目组授予“陕西五
丈原党史馆”，被宝鸡民营企业协会
党委授予“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多
项荣誉称号。

集团党总支书记王然劳曾荣获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2020 全
国优秀纺织企业家”“中华乡村振兴
模范人物”“全国先进爱国企业家”

“陕西省纺织行业领军人物”“陕西省
非公党建经济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等近百项荣誉。

筑牢“基层堡垒”做好企业主心骨

陕西京泰集团党总支认真学习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永远跟党走的坚
强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定期开
展党史学习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党总支书记王然
劳亲自挂帅，其它支委和全体党员积
极配合，坚持“四坚持四着力”，推进
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做好企业职工的
带头人和主心骨。在抓党建促企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集团党总支主要从四个方面开
展工作：一是学党史、知党情、感党
恩、跟党走。以领导干部、新任干部
和各分公司支部党员干部为重点，通

过党总支、支部书记讲党课、专题学
习教育和每周集中学习、每日学习强
国自学答题积分、讲红色故事、唱红
歌、学习参观革命圣地、三会一课制
度和主题党日活动，以视频、微信等
多种学习形式，着力加强党员干部的
思想受洗礼、政治站位高，学党史、知
党情、感党恩、跟党走，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做到学有所悟、学有所得，让每
个党员真正把心思凝聚到干事业开
新局创新绩上来。

二是党建引领促发展。将公司
党建发展与每个时期经营目标紧密
结合起来，将各个板块单位安全、质
量、产值、收入、效益、经营管理目
标、乡村振兴实施情况贯穿到党建
发展的每个活动中，做以细化分解，
着力全员落实，严格执行“月汇报季
点评”制度，出台《京泰干部实绩考
核评价实施办法》，成立考核小组，
以过硬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落
实到位。

三是实施干部每年聘用机制。
在实施考核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关
于建立凭实绩用干部工作机制的意
见》，把每个干部每年实绩纳入全年
考核，坚持末位淘汰制度，着力解决
干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
样的问题。

四是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形式，加强党员
干部的教育培训。结合公司经营发
展情况和乡村振兴实施具体情况，邀
请专家、教授来公司指导培训，同时
组织党员干部外出学习行业先进的

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着力扎实地
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筑好战斗
堡垒，使党旗在各个支部高高飘扬，
党员先锋示范岗、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在各个单位发扬传承，出现了支部成
堡垒、党员成先锋、齐心聚力谋发展
的良好局面。

五 是 以 产 业 带 动 助 力 脱 贫 攻
坚。集团发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作用，一是采取“公司+农户+
基地+工厂”一体化经营模式带动外
省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增加收入；二是

以“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
设项目带动”解决外省和本地农民工
就业增收入；三是采取“公司+农业
专业合作社+智力帮扶”模式成立农
业专业合作社，着力解决当地 60 岁
以上失地农民工就业增收；四是采取
超市、汽摩市场、宾馆、商业门店、物
业服务等第三产业解决当地农民工
就业，为带动当地经济多元化发展，
提供自主创业岗位、自主创业脱贫探
索了新路径。

坚持党建引领“红色引擎”助发展

民营企业抓党建促发展必须有
一个好的带头人。作为京泰集团的
当家人，出身农村的党总支书记王然
劳对党有特殊的感情，始终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
企业发展经营的全过程。让村民富
起来，让职工强起来，让大家共走富
强之路，一直以来是他的责任和信
念。

京泰集团党总支把支部建在各

个公司上，充分发挥党员的创新带头
作用，始终把发展党员作为激励职工
学习进步、晋职提干的前提条件，极
大地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也给企业集聚了创新发展的内生动
力，激发了企业迈进新时代的活力。

“我的初心是让农民富裕起来，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王然劳
在职工大会上说，“我不是给我干，你
们也不是给企业干。我们大家都是
为附近的老百姓共同富裕在干，都是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干。”王然劳不
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企业依托“三农”搞开发，紧紧稳
住“三农”这个基本盘，让农民真正富
裕起来，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大愿
望。企业发展必须把脉全党全国的
大方向，确保完成各项发展目标任
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乡村振兴问题
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动摇，抓
重点、补短板、强基础，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党总支就是牢牢握紧这个“指
向盘”，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
地。他们深知要办好企业、创新发展
企业，关键是要加强党对民营企业工
作的全面领导，把民营企业党建优先
发展落实到实处，强化民营经济党建
保障，培养懂企业、爱职工、爱企业的
党建工作队伍。充分发挥好党总支
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从实际出发，做
好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扎
稳打、注重实效，防止做表面文章，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的优势强势作用。

京泰的实践证明，在民营企业中建
立和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尤为重要，民营
企业可以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党
建工作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履行社会责任 乡村振兴谱新篇

陕西京泰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
放春风，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壮大起
来的民营企业。在企业发展壮大之
后，党总支书记王然劳不忘共产党员
的本色，不忘党的恩情和政府的支
持，不忘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主动

参与当地乡村振兴、扶贫帮困活动，
开辟了一条民营企业参与振兴乡村
的新路径。

王然劳常对党员干部说，让千千
万万个农民家庭摆脱贫困、走向富
裕，是他今生最大的心愿。2006 年，
建筑板块投资开发的京泰商贸小区
峻工；2009 年，岐山县首幢高层——
京泰华都开工；2012 年，京泰经济适
用房开工，开发 41 万平方米，入住附
近五个县的农民、低收入贫困户 4000
多户，小区商业解决近千人从事商
贸、餐饮、金融、物流等二三产业，解
决了 2 万多人的安居问题，使农民过
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城镇生
活，成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这给京泰集
团参与乡村振兴吃下了定心丸。京
泰集团积极响应宝鸡市委、市政府提
出 的 打 造“ 宝 鸡 副 中 心 、重 塑 蔡 家
坡”，建设幸福美丽城市的宏伟蓝图，
倾力打造省市确定的精准扶贫重点
项目，将岐山县蔡家坡镇二原、三原、
四 原 等 13 个 村 小 组 的 1500 多 户 、
7000多口人移民搬迁到原下，可盘活
土地上万亩，由农业专业合作社搞观
光农业，用 600 多亩地盖高层，让原
上农民进城镇住楼房，农闲时在工厂
上班，农忙时农业合作社机械化统一
耕种，使农民变产业工人，有了稳定
年收入。该项目位于西安高铁岐山
站大道北侧，占地 685 亩，总投资 36
亿元，是集居住、商业、教育各项功能
配套的社区，可安排农民、外来务工
人员、大学生、新市民 3 万多人居住，
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
推进城镇化乡村振兴目标。

可以说，京泰集团创业至今之所
以发展壮大，是因为一直坚持党的领
导，企业没有离开当地农村，根据当
地自然优势，走出农业看农业，依托
五丈原古镇建设新城镇，依靠农民富
农民，围绕高铁岐山站进行开发建
设，创建金泰国际城新社区，唱出了
一台打造岐山高铁新城的好戏。

（刘 洁）

陕西京泰集团：以党建“红色引擎”筑梦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