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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稻田里养鱼”，多数人并不觉得
新鲜。如果说要在稻田里实现：空中杜瓜攀
爬；水面上水稻和南湖菱茂密生长；水下白
条鱼、泥鳅、黄鳝、鲫鱼、河虾和小龙虾等多
种水产品分层喂养，多少有些异想天开！这
个大胆的构想现在被浙江海盐“农业创客”
陈小东实现了，他是中国立体生态循环农
业的开拓者之一。

2013 年，年薪 30 多万元的陈小东毅然
辞职回到老家海盐创业。“我要做生态、安
全、有效益的农业！”陈小东坚定地说。2013
年“稻田泥鳅混养”还是个概念，没人做过。
他反复钻研，说干就干，摸爬滚打后成功开
创“稻鳅混养”模式，并申请专利。

“新模式靠老经验笨方法是行不通的，
只有另辟蹊径”，陈小东谈及他的现代农业
发展理念。稻田养泥鳅必须零污染，一点农
药用不得，他多次与农科院合作，试验优质
种苗，寻求生态灭虫良方；水下的鱼、虾、泥
鳅分层喂养难度大，夏天的高温、降雨等变
化大，凭经验判断像瞎子走路，容易摔跤。
他果断引进水质监测系统，给水里装上“眼

睛”，24小时监测水质变化。“我每天都会通
过手机查看水温、氧气含量等数据，有任何
问题一目了然。”他说。

生态“天价稻草”让他一举成名。2013年
11月，一众稻草收购商来到他的稻田，用仪
器测量水质状况，结果显示无污染，于是以5
倍于稻谷的价格收购了他的稻草。一时间凭
着绿色安全的好口碑，他的稻谷和泥鳅都被

高价抢购一空，头一年就盈利150多万元。
这份事业成就了他，也险些要了他的

命。现在回想起来，陈小东心有余悸。台风
“菲特”强劲登陆，降雨导致农田水位迅速
上涨，泥鳅大量出逃。为挽回损失，他连夜

“追捕”泥鳅，不慎跌倒受伤。持续“战斗”两
天一夜后，伤口伤及骨头，他陷入昏迷，“医
生说再晚来几小时就要截肢，当时没感觉

腿疼，心里更疼。”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陈小东的

实践宝典。创业前，用半年奔走5万多公里，
从农科院到农业大学再到农场，四处取经。

“稻鳅模式”成功了，他的脚步依旧没有停
歇，坚持每年出行10万多公里，开拓视野。

他喜欢用“创客”形容自己，“像‘侠客’武
功高强又心系苍生。”作为开拓者，他正在将

“稻鳅混养”专利无偿开放，惠及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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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还是潘多拉的盒子？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

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

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今天，我们也生

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

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

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

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

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

定性上升。

对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世界到底

怎么了？

要解决这个困惑，首先要找准问

题的根源。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

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

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

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国际社会

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讨

论。

今天，我想从经济全球化问题切

入，谈谈我对世界经济的看法。

我想说的是，困扰世界的很多问

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比如，

过去几年来，源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

牵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颠沛流

离，甚至不少年幼的孩子在路途中葬

身大海，让我们痛心疾首。导致这一问

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解

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推动

和解、恢复稳定。再比如，国际金融危

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

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

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

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

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

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

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

往。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

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

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

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

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

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

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

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

们重视和深思。
——摘自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7年1月17日）

背景资料:

阿里巴巴的山洞：中世纪阿拉伯文学杰
作《天方夜谭》中非常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
贫如洗的樵夫阿里巴巴在去砍柴的路上，无
意中发现强盗集团的藏宝地，并获知了进入

山洞的口令，随后发生了一系列曲折的故
事，但结局很圆满。据此，“阿里巴巴的山洞”
打开之后，寓意非常明确，指的是打开了财
富之门。

潘多拉的盒子：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
宙斯让赫淮斯托斯用黏土做成的第一个人
类女人，其用意在于报复普罗米修斯造人以
及盗取火种之事。宙斯命令众神加入，使她
拥有更诱人的魅力。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
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
伪、诽谤、嫉妒、痛苦等等。潘多拉的神话源
远流长，以不同的版
本出现，但在所有版
本中，都用来解释世
界上罪恶的存在。据
此 ，英 语 中 常 借 用

“潘多拉的盒子”喻
指“灾祸之源”。

““党建党建++外企外企””释放释放““红色生产力红色生产力””

““挂红牌的都挂红牌的都 OKOK！”！”
叶晓楠叶晓楠 郭超凯郭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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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东：

让水稻和泥鳅共舞
郑园园 杨 金

品谱公司党支部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 张智宏摄品谱公司党支部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品谱公司党支部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 张智宏张智宏摄摄

KPI里考党建

“只能用‘惊喜’来形容，没有想到最终可
以当选，尤其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外资企业员
工。”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李成春说起自己当选十九大代表
时，难掩激动。

入职 20 多年来，李成春最引以为豪的决
定，就是带头让党建工作在外企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如今在苏州三星，“洋老板”对党建高
度称赞，公司的 7 名中方高管全部是党员，中
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党员占比为74%，一线员工
争着排队入党，党委组织活动“一呼百应”……
党建已成为企业发展亮点之一。

在外企开展党建工作，一直被视为难点。
起初，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三星电子半导体有限
公司，这也不例外。

当李成春向本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感
慨很深。李成春 1996 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南下来到苏州，应聘到三星半导
体公司工作。李成春很快就适应了三星的工
作，但他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寻找到归
属感，“一是想融入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二是
想找到党组织”。这也和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希
望在外企实现党建“破冰”的设想不谋而合。

不过，1998年成立党支部时，在外企开展

党建工作还是一件新鲜事儿，李成春面临着资
方、管理层甚至是员工方面的种种压力。

李成春顶住了压力，确立了将党建工作和
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发展定位，在“8小时”之
外积极举办活动聚人气。支部成员下班后，到宿
舍宣传，鼓励员工入党；员工遇到语言障碍，企业
党校开办韩语课；职工需要“充电”，组织请专家
授课……这成为党支部凝聚人心的“法宝”。

到了2007年，公司党组织在园区外企中第
一家升格为党委建制，时任韩方总经理方正浩
自豪地说：“公司有这样的党组织，我感到骄傲。”

2014年春节，公司接到总部指令，要求迅

速展开新产品试生产，党委第一时间召集党员

技术骨干，留守节日生产岗位，新产品试产顺利

进行。党组织在推动和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一系列高效行动，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

为党组织赢得了地位、为党员赢得了尊重。

如今，李成春所在公司的党建工作已导入

了KPI（关键指标量化）模式，也就是把党建工

作分解成十多个关键绩效指标，层层分解任

务，大项、小类和细目工作全部做到有计划、有

目标、有检查、有评价、有考核，打造出富有企

业特色的“高效党务”。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李成春从北京返回苏

州园区，次日一大早，公司员工们就围在办公

室内，希望能第一时间听他传达十九大精神。

“我不仅给公司党委、工会、妇联等集体进行宣

讲，还去外面宣讲，比如我还去了苏州市工业

园区、园区法院、园区海关、苏州科技大学以及

大型国企等，1 个多月下来，累计宣讲次数超

过30次，参加人数超过1万人次。”

当下，和李成春所在的公司一样，还有很

多外企的党组织和党员，围绕服务企业生产经

营、服务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党

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党

员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企业的普遍认可。

在上海，诺基亚上海公司党组织为职工量

身定制了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职工的积极

性、创造性、归属感明显增强。在天津，日资企

业天津三美电机党组织在企业面临困难的时

刻，深入细致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积极协调

化解矛盾。企业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扩大了生

产规模，党组织赢得了出资人信任。

美资企业福特汽车（中国）公司党员杨大
明突破新能源汽车推广瓶颈，被外方高管誉为
新能源政策“活字典”。

外方老板的“扔”与“捧”

对厦门美资企业品谱工业公司的党员职
工而言，2008 年的夏天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难
以忘记的一段时光。因为在那个夏天，公司党
支部被评为厦门海沧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党支部成员们至今还记得，时任公司亚太

区总经理里维斯高兴地
披上授带、手捧奖牌拍
照留念，并翘起大拇指
连连称赞这些拥有代表
党员身份的红色小标牌
的 员 工 ：“ 挂 红 牌 的 都
OK！”

谈起当初在外资企
业开展党建工作的种种
艰辛，党支部书记胡家
勋不禁感慨万千。

品谱公司（时名“百
得公司”）党支部成立之
初，遭到了时任亚太区
研发中心总监的美方投
资人艾得的激烈反对，
他愤怒地指示手下主管
把党支部的牌匾、党旗
等全部扔到垃圾桶。面
对艾得的愤怒，党支部
书记胡家勋并没有消极
回避和气馁，而是利用
自己部门经理的身份，
常借汇报工作之机向他
介绍一些员工的突出表
现，待时机成熟再向其
说明，这些员工包括我

自己在内，都是共产党员。发现身边这么多中
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是中共党员，艾得
逐渐消除了对党组织的误解和戒心，开始默许
党组织工作，但是提出了“三不准”：不准利用
上班时间开展组织活动；不准占用公司的资源
开展组织活动；不准给公司增添任何财务负

担。

面对外籍高管的质疑，胡家勋选择用真才

实干来打消他们的忧虑，带领党员职工持续攻

坚，助力公司快速发展。在近乎苛刻的条件下，胡

家勋带领研发小组优化生产流程，将水龙头4条

生产线合并成2条，生产能力由110件/时提升至

260件/时。党员柯向进、潘巧艳则带领工程小组

顺利攻克“锁具把手铝合金材料替代锌合金材

料”项目，为公司节约成本135万美元。

胡家勋以及党支部发挥的积极影响让里维
斯赞叹不已。为此，他专门从公司4间会议室中
特批一间给党支部专用。2012年，该公司党支部
被评为“福建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落地，往往离不开优
秀员工的精诚合作和奋发努力，而在这一过程
中，党组织和党员往往发挥中坚作用。事实上，
当前，党组织和党员在外资企业中的作用进一
步凸显，“红色生产力”得到有效释放，党组织
和党员在外企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无形中已成
为外资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从无到有、
由少到多，已成为党建的新领域。经过多年的

探索，各地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党组织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
先进模范代表。党组织和党员在外资企业中持
续发挥关键作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普遍认
可。

党建是特殊竞争力

从拒绝到接受，从质疑到称赞，如今党组
织和党员的关键作用已经赢得了众多外资企
业的认可。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
有 7.5万户外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外资企
业总数的70.8%。

相关问卷调查显示，91.1%的外方出资人
认为党组织对企业发展有帮助，71%的中方中
高层管理人员、75.1%的党员和64.7%的普通职
工认为党组织发挥作用“好”或“较好”。

于是人们看到，美资企业沃尔玛打破从不
在门店成立政党组织的惯例，在南京门店成立
了党组织。

中美合资企业上海通用400多名“隐形党
员”亮出身份，踊跃参与党组织的活动。

“苏州三星半导体公司党组织出色的工作
成果赢得了三星外资高管的认可，同时也推动
了三星其他在华子公司的党建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中国三星的 30 多家企业和研究所已成
立了党组织，不少企业的党建已经成为当地外
企党建的楷模。”李成春说。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特别是2012年中央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试行）》以来，外资企业党建工作
取得明显进展，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断扩
大。”浙江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与此同时，各地在加强外资企业
党建工作中，也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办法。当前，我们正积极推动外资企业党组织
持续开展‘双强六好’创建活动，推广党员公开
承诺、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
做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通过开展
党建工作，深化了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党建工作成为联系国际友
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原总经理史蒂芬
说：“党建工作帮助我们提高了融入中国本土
的能力，这让我们和其他外资酒店相比，具有
了特殊的竞争力。”

韩资企业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司负责
人辛正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值得他
们学习，他们号召职工向身边共产党员学习。

在东莞三星视界、北京现代、北京奔驰等
企业，外方高管深受身边党员事迹感染，不仅
在人、财、物等方面大力支持党建工作，而且还
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