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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长 许晓曦许晓曦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党委在复工复产的同时抓好疫情防控。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厦门市税务局共同开展“深化大学习、提振精气神”主题党日活动。

近年来，厦门国贸控股集
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四坚持
四强化”，扎“根”筑“魂”，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红
色动力”，引领厦门国贸控股这
艘世界500强巨轮，在市场经
济浪潮中披荆斩棘、破浪前
行。2017年公司首次荣登《财
务》世界500强，2018、2019年
连续两度蝉联，排名从494位跃
居291位。

掌好发展“方向舵”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党委将
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
导三者有机统一，激励和引导
广大党员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发挥国有企业

“六种力量”，为公司改革发展
领航定向。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强化
党委领导作用。公司党委深入
贯彻两个“一以贯之”，不断健
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将党建工作写入各级公司章
程。修订完善《党委会议事规
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
实施办法》等制度，落实党委会
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营班
子决策重大事项的前置程序，
实现党委领导把关、董事会议
事决策、经营班子贯彻执行的
有机统一。积极推进外部董事
试点，探索在董事会下设立专
业委员会，加强投资项目评审
和风险把控，提高决策科学性。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铭记
党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服务
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三个
着力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引导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来

时的路，凝聚起推动公司改革
发展的强大合力。扎实开展

“深化大学习、提振精气神”专
项活动，激励党员干部在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等中心工作和急难险重
任务中，争先创优比业绩，立足
岗位作贡献。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打造
坚强战斗堡垒。以提升组织力
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把基层
党组织打造成为一个个坚强战
斗堡垒，在项目建设第一线、供
应链业务最前端、脱贫攻坚主
战场，构筑钢铁防线和战斗尖
兵。坚持企业发展与党的建设
同步推进，根据新兴板块业务
拓展实际，灵活创新党组织设
置，采取设立临时党委、联合党
总支等形式，将党的领导和党
的工作延伸到生产经营第一
线，为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扬好远航“风力帆”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党委围
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将加强党的建设与促进公
司生产经营有机融合，为公司
在市场经济的海洋破浪远航扬
好“风力帆”。

实施“双百行动”，深化变
革创新。公司入选国务院国企
改革“双百企业”以来，党委牵
头集思广益，聚焦六大重点改
革领域，明确2018-2020年改
革路线图，细化 28 项改革任
务，聚焦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双百企业”综合改革中期评
估获评A级。推动内部资源优
化整合，促进产业优化调整，业
务板块由“多而弱”转变为“少
而强”，有效解决系统同业竞
争、同质经营等问题。

培育党建品牌，促进生产
经营。以创建党建品牌为抓
手，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有

机融合。国贸
“攻·应·链”党
建品牌，党员

“攻坚队”成功
采购全省第一
台核酸检测试
剂盒及配套快
速检查设备，
为全市采购并
捐 赠 价 值
1500 余 万 元
的各类防疫物
资，48小时内
完成联合国粮
食计划署防疫
物 资 采 购 订
单，协助卢森
堡采购防疫物
资并收到卢森
堡外交部及驻
华大使2封感
谢信。信达物
联“党建促发

展特色工作小组”，党员骨干锐
意改革创新，两年来，共计开发
和升级新产品达到150多款。
目前公司各级党组织共培育
21个各具特色的党建品牌。

坚持两手发力，促进复工
复产。公司党委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共选
派 202 名优秀党员、干部及
1109名志愿者参与一线疫情防
控，提供嘉庚体育馆、金门湾酒
店作为湖北入厦人员分流中心
和境外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观察
点；狠抓“大招商招大商”，截至
目前，意向、在谈及已完成项目
31 个，产业招商计划总投资
130亿元，基金意向总投资94
亿元；贯彻“岛内大提升、岛外大
发展”工作部署，全力抢回重点
项目建设被疫情耽误的进度。

履行国企担当，决战脱贫
攻坚。公司主动承担厦门市东
西部协作攻坚任务，牵头六家
市属国企，成立甘肃临夏回族
自治州厦临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开展产业精准扶贫，厦琳鞋
业扶贫车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
高度评价；国
贸控股内控
审计部副总
经理兼临夏
州厦临经济
发展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李 勇 荣 获

“2019 感 动
厦门十大人
物提名奖”。
公司先后结
对帮扶临夏
州 6 个贫困
村，累计提供
150 万元帮
扶资金用于
公益性岗位
和公共项目
建设。

育好优秀“划桨人”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党委始
终坚持把干部、人才视为公司
发展的第一要素，探索适应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
要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

完善识别好干部的“天
平”。坚持贯彻新时期好干部
标准，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强化
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注重
业绩导向，对连续两年业绩超
额完成30%以上的，或两年内
获评公司年度十佳、绩效考核
优秀、国资系统级以上荣誉累
计2次以上的优先予以提拔重
用；所负责业务板块连续亏损
达三年的，及时予以降级降职
或调整岗位。注重公认导向，
连续2年在公司多维度测评中
排名前2名的，同等条件优先
提拔重用；连续2年排名末位2
名的，予以谈话提醒。

拓宽选拔好干部的“路
径”。坚持阳光选贤，竞争择
优，积极开展内部竞聘工作，形
成“以实绩论英雄，以实绩用干
部”的选人用人导向。2019年
共有41名干部在公开公平公
正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走上领导
岗位，大大增强了干部人才竞
争意识和进取意识，激发全员
干事创业的热情，“人人努力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氛围在公
司蔚然成风。研究出台《优秀
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管理暂行办
法》，通过组织推荐、资格审核、
集体研究确定了首批57名优
秀年轻干部人选。

改良培养好干部的“土
壤”。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
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
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干部能
上能下、业绩强关联竞争机制
的措施》等制度，形成“干部能
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市场
化竞争机制，激励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每年举办“十
佳集体和十佳个人”评选活动，
每季度组织开展“五比五看，
争做国贸先锋”主题活动，加

强正面宣传引导，传播正能
量，不断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
热情和干劲。

守好肌体“安全关”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党委以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守土尽责的
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严正风
肃纪，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能力，
始终保持健康肌体，为公司改
革发展保驾护航。

筑牢制度“防火墙”。对标
中央和上级规定，制定执行《企
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
实施细则》《业务接待管理办
法》《出国（境）管理规定》《出差
管理规定》《招投标管理制度》
等有关制度规定，从源头上防
止各类违法违纪行为的发
生。制定《关于开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整治
的工作方案》，对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行为保持强高
压、零容忍、长震慑，营造风清
气正良好氛围。

常打思想“预防针”。公
司纪委积极通过国贸大学云
课堂、厦门党建e家和公司内
部网等平台，针对反腐败、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移
风易俗等重点领域，扎实组织
开展线上党风廉政建设学习
教育活动。组织编写并推送
《厦门市国企反腐案例警示》，
做到警钟长鸣，让纪律和规矩
意识深入党员干部和职工的思
想和灵魂。

常念监督“紧箍咒”。制订
《“五抓五重”纪委监督责任清
单》,建立党委领导班子、班子
成员、责任部门三张责任清单，
督促各级纪委认真履行监督执
行责任。制订实施《“1+ X”专
项督查暂行办法》,突出联动联
查、突出责任倒逼，定期不定期
开展监督执行检查，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注重抓早抓
小，保持高压态势。(图片由厦
门国贸控股集团提供)

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力红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