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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公司、宏远公司举办混合所有制改⾰专题讲座

地产公司武汉宏远党总⽀第⼀、⼆⽀部
开展10⽉主题党⽇活动并召开⼀⽀部党员⼤会

久久重阳节，浓浓敬⽼情

悦荟天地项⽬A地块份⼯程进度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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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从党的军事⽃争成功之道探寻企业改⾰发展解题之匙

宏远瑞泰-尚璟瑞府获评⻩陂区“优秀服务项⽬”

地产公司、宏远公司举办混合所有制改⾰

汉江宏远�刘欢

����������改⾰是发展的动⼒，也是企业基业⻓⻘的重要保障。地产公司
在混合所有制改⾰⽅⾯先⾏先试，旗下宏远公司、港⻰公司、瑞泰物
业公司等多家企业在集团内率先实现混合所有制改⾰，创造了⼀批
较为成功的案例。10⽉13⽇下午，地产公司、宏远公司联合举办混合
所有制改⾰专题讲座，特别邀请企业改⾰领域的知名权威、国务院
国资委研究中⼼“双百⾏动”综合改⾰专家组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研
究中⼼企业改⾰研究处原处⻓⽀东⽣担纲主讲⽼师，结合地产公
司、宏远公司经营管理实际，围绕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为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员、核⼼岗位⼈员带来⼀场颇具指导意义的精彩讲
座。

����������⽀东⽣⽼师逻辑清晰，深⼊浅出地将多年⼯作与研究经验与改
⾰实践相结合，对混合所有制改⾰背景和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
⾏了深度解读，⼴泛运⽤鞍钢废钢公司、延⻓壳牌⽯油等企业混改
的成功案例，结合国家相关政策⽂件，⽣动鲜活地解读了混改的⽬
的、意义、应坚持的原则和实现的可⾏性路径。最后，特别⽤⼀个相
对独⽴的环节对如何合规、合理、有利地实施员⼯持股进⾏了分析
和讲解。经过为期半天的讲授，⽀东⽣⽼师为地产公司、宏远公司进
⼀步探索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启发。

����������地产公司党委书记⻙瑞芬在总结发⾔中表⽰，企业要在不断改
⾰中发现和创造价值，要求所有⼲部都能以此为指导和激励，在具
体⼯作中敢于创新，敢于试错，勇敢跳出舒适圈，⽤智慧和勇⽓在不
确定性的时代创造属于我们的确定性，并要求⼤家课后深⼊学习领
会⽀⽼师的授课内涵，结合实际⼯作，争取学有所⽤，学有所成。

����������本次讲座培训以在线视频的形式在丹江、武汉、北京等多地同
步开展，地产公司丹江公司、襄阳公司、汉办、京办、宏远公司等单位
领导⼲部共50余⼈参加此次讲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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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上午，宏远公司党总⽀第⼀、⼆⽀部开
展10⽉主题党⽇活动并召开⼀⽀部党员⼤会，会议由
党总⽀书记朱⼩宁主持，地产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
瑞芬以⼀⽀部基层党建⼯作联系点领导⾝份参加会
议。

�����������党总⽀代表⾸先向全体党员报告了2021年以来
⼀、⼆⽀部⼯作开展情况，⽀部基层党建⼯作联系点领
导⻙瑞芬听取了汇报。全体党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推动⻩河流域⽣态保护和⾼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总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牢固树⽴“四个意识”》，党总⽀通报了“学党史·办
实事·开新局”主题征⽂活动获奖情况。在每⽉微党课
环节，⼆⽀部党员蔡孟同志以《从党的军事⽃争成功之
道探寻企业改⾰发展解题之匙》为题，和⼤家进⾏了专
题分享。在主题党⽇的最后环节，全体党员及⼊党积极

分⼦进⾏了党史知识竞赛答题，以考试的形式督促和推
动⼤家⾃发⾃觉进⾏党史学习。
�
���������主题党⽇活动后，⼀⽀部召开了党员⼤会，正式接纳
预备党员潘毅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瑞芬对⼀
⽀部进⾏了⼯作调研，并与与会党员⼲部开展了谈⼼谈
话。在认真听取⼀⽀部7位同志的发⾔后，⻙瑞芬表⽰，
随着全⾯从严治党向基层党⽀部的不断延伸和深化，⽀
部在完成规定党建⼯作的同时还需⼒求创新。宏远党总
⽀在混合所有制党建⽅⾯创新条件⼗分优越，亟需思考
如何利⽤好这⼀优势，促进党建⼯作与业务⼯作相融相
通，做到党建⼯作与业务⼯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
同考核，不断拓展“党建+业务”内涵，促进党⽀部⼯作上
⽔平、提效能。在⾯临急、难、险、重、苦⼯作时，⽀部可成
⽴“党员攻坚队”，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全⾯提升党
员不忘初⼼、履职奉献的能⼒和⽔平，保证⽀部党建⼯
作的全⾯提升。

����������党总⽀书记朱⼩宁在进⾏活动和会议总结时表⽰，
感谢地产党委对宏远党总⽀⼯作⻓期以来的⽀持和认
可，希望今后能够多指导多交流，共同开创党建⼯作新
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项重要政治任
务，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要学以致⽤，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实际⼯作结合起来，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让学习⽤于指导实践，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作动⼒。

尚璟瑞府“优秀服务项⽬”
�����������2021年8⽉，“德尔塔”病毒⼜⼀次袭来，尚璟瑞府
项⽬积极做好了各项应对措施，按政府要求积极防控，
始终坚守在抗疫的最前线；他们⽆私奉献，不顾⾃⾝安
危，⽤最美“逆⾏”向疫情宣战，争分夺秒，坚决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成功守护⼀⽅业主平安。荣获武汉市物业
管理协会⻩陂区“优秀服务项⽬〞、“抗疫先锋先进个⼈
〞、“优秀服务标兵”的荣誉称号。

颁奖典礼
����������为树⽴典型榜样，激⽃志扬正⽓，表扬先进⿎舞⼲
劲，继续发扬敢于逆⾏勇于⽃争的优秀品格，传递正能
量。2021年10⽉19⽇上午9：30时，武汉市物业管理协
会⻩陂区⼯作委员会2021年度⻩陂区物业⾏业评优颁
奖⼤会在⻩陂区住建局会议室隆重举⾏。

����������坚守防疫第⼀线，筑牢疫情防控屏障；物业⼈，守
护⼀⽅居⺠和⼩区的平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平凡
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微弱的沙⼦也会发光。致敬
奋战在⼀线的最美逆⾏者，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我们
万众⼀⼼，⼀定会战胜病毒！

武汉宏远瑞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悦荟天地营销中⼼案场
客服⼈员提供会场礼仪服务

⽂明创建�获佳绩
�����������武汉全⾯创建⽂明城市，�10⽉17⽇由⻓江⽇报发
布的最新物业⼩区排⾏榜，尚璟瑞府⼩区在武汉市⽂明
办开展的全市物业⼩区⽂明创建⼯作中取得了前五名的
成绩，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江⽇报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qbiCCblWV-
ko6GgyUtgA）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让我们携⼿在⻩陂区住
建局和武汉市物业协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全⼒以赴，砥
砺前⾏，以⾼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征程上披荆斩
棘，奋勇前进，为⻩陂区物业⾏业的发展贡献⾃⼰的⼀
份⼒量！

地产公司武汉宏远党总⽀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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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10⽉主题党⽇活动并召开⼀⽀部党员⼤会

宏远瑞泰-尚璟瑞府获评⻩陂区“优秀服务项⽬”
宏远瑞泰�程燕妮



�����������重阳节⼜被称为“⽼⼈节”，九⽉初九谐⾳“久久”，有⻓久之意，在我国的传统节⽇当中有着⾮
⽐寻常的意义，为弘扬中华⺠族尊⽼、敬⽼、爱⽼、助⽼的传统美德，营造尊⽼、敬⽼的和谐⼩区氛围，
重阳节当天，地产公司所属武汉宏远瑞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尚湖熙园项⽬部，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系列之“久久重阳节，浓浓敬⽼情”活动。

�����������为⼩区年满65岁及以上⽼⼈上⻔发送礼品及节⽇祝福，倾听⽼⼈诉求并做好记录，进⼀步提升
服务品质。

����������聘请专业师傅在⼩区架空层为⽼⼈提供免费理发和磨⼑服务，此次活动旨在让⼩区⾼龄⽼⼈感
受物业温馨关怀，为⾼龄⽼⼈提供⽣活便利，活动得到了⼤家的积极参与和⼴泛认可，对物业⼯作给
予了⾼度肯定。

����������尚湖熙园项⽬部以实际⾏动，陪伴⼩区⽼⼈度过⼀个愉快、温暖的重阳节。

���������寒意渐浓，晚秋将近，耕乐派社群却满是暖意温
情。10⽉16⽇，由悦荟天地倾⼼打造的“乐空间”正式启
幕。从业主活动到社群⽣活，我们重新定义团聚的⽅
式，但不变的还是对美好⽣活的探索与追寻。

����������回望过去，耕乐派从1.0到现在的2.0版本，⼀张张
鲜活的⾯孔，⼀场场难忘的活动，⼀次次珍贵的陪伴，
赋予了社群温暖的底⾊，也促使耕乐派释放出巨⼤的
创造⼒。2021，我们将回归初⼼，放⻜创意与想象，⼀
起创造属于耕乐派新的故事。�

乐界嘉年华�潮玩嗨FUN荟
��������“�� 乐空间”旨在打造⼀处共享⽣活空间，在这⾥，
每个⼈都是城市镜头下不同⽣活的缩影，每⼀⼨空间
都体现着⽣活蕴藏的乐趣。

01“. 拳⼒”出击��当燃不让
����������朋友间⼀时兴起想要进⾏⼀下⼒量的PK？或是
“⼤打出⼿”宣泄⼀下情绪？这⾥不仅是个能量试炼场，
还⼗分的减压！

02.⽹红挑战��眼疾⼿快
����������把⽣活的烦恼和乏味统统抖掉，只要眼⼒够好，只
要反应够快，快乐就逃不出您的⼿掌⼼！

03.挑战10秒��⼀锤定赢
����������⻛靡抖⾳的⽕爆挑战，登陆“悦荟天地”！你只需
要全神贯注、⼀丝不苟，以迅雷不及掩⽿之势按下按
钮，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共享⽣活场域�悦⻅社交的百种可能
����������这⾥是⼀个开放、⽆边界的共享⽣活空间，也是⼈
们共同探讨未来⽣活的创造场。运动、艺术、⾳乐、剧本
杀等多类社群交融于此，每个⼈都可以找到⾃⼰的热
爱，每个⼈都能在这⾥选择适合⾃⼰的社交⽅式。

�����������通过社群的凝聚，邻⾥们可以在此重建亲密关系，
在相互认同、积极分享的基础上，激活每个⼈的⽣命活
⼒，让社群这个共同体不断蓬勃、成⻓。

新型邻⾥关系�延伸⽣活尺度
����������⼀种新的社群关系正在乐空间萌发向上，充满活⼒
的社群⽂化也正悄悄充盈着这⽚⼟地。

����������在耕乐派社群⾥，每个⼈都能释放出内⼼的善意、
本我的天性，孩⼦们也回归了童真，他们变成了⾃由玩
耍、⽆需家⻓牢牢看护的“野孩⼦”。这⼏乎是城市⾥不
敢想象的信任与亲密，却可以在这⾥得以真正实现。�

�����������未来，耕乐派乐空间将持续开展⼀系列打破传统，
打破边界，探寻⼈与⼈之间融合交流的新模式。天地秋
意浓，正是欢聚时，属于所有耕乐派社群成员的乐活之
约，期待与您共赴多彩⽣活。

久久重阳节，浓浓敬⽼情
宏远瑞泰�⻩冠群

悦荟天地乐空间
从连接到融合，开启耕乐派2.0时代

汉江宏远�⻩崔



汉江宏远�蔡锟

悦荟天地项⽬A地块份⼯程进度简报

�����������回顾9⽉份的⼯作，在部⻔领导的带领下，各岗位
成员⻬⼼协⼒，坚持以安全和质量为中⼼，合理组织施
⼯进度，使得各项⼯作循循有序得以实现。现将悦荟天
地⼀期项⽬现场施⼯进度简要汇报如下：

����������A3#、A4#、A7#楼之间地下室顶板园林⽰范区于
9⽉15⽇施⼯完成。

����������A1#楼8~2层幕墙于9⽉20⽇施⼯完成。

  ⼀期室内电梯安装完成，9⽉26⽇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机构对所有楼栋室内电梯进⾏了验收，安全检验合
格标志正在办理中，同时⼯程部组织施⼯单位对电梯
轿厢内进⾏了保护，为后期使⽤做好充分准备。

  各栋楼屋⾯防⽔施⼯完成蓄⽔试验且验收合格，
保温层、刚性保护层于9⽉28⽇全部施⼯完毕。

屋⾯防⽔施⼯

屋⾯刚性保护层施⼯

  各栋楼8-2层外墙抹灰于9⽉30⽇全部施⼯完毕，⼯
程部及时组织监理、总包单位对外墙抹灰质量进⾏了验
收。A1#、A3#、A4#、A7#、A9#、A10#楼外脚⼿架及
A1#楼塔吊安全拆除完毕，各栋楼楼层临边防护及时跟
进，接下来着⼿拆除A7#、A9#楼塔吊及各栋楼施⼯电
梯。其中A1#、A3#、A4#楼之间地下室顶板清理⼯作紧张
进⾏中，为防⽔施⼯及顶板回填⼟施⼯创造条件。

  ⼯程部要求总包单位严格⻔卫制度，对进场材料验
收合格后⽅可进⼊现场，同时不定期组织监理、总包单
位对现场安全⽂明施⼯进⾏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安排专
⼈跟踪落实，进⾏清单式销项，要求现场安全⽂明施⼯
保持常态化管理。

  幕墙及外墙涂料（其中两家外墙涂料单位已现场打
样）单位已进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施⼯吊篮的安装
及相关准备⼯作，吊篮安装完毕后及时完成第三⽅检测
⼯作。

  铝合⾦⻔窗单位进场完成了建筑1m线的移交⼯作，
对洞⼝尺⼨进⾏了复核，现已将各栋楼8-2层200*200⽅
钢安装完毕，铝合⾦窗框正在加急制作中。

  防⽕⻔单位已进场，完成了建筑1m线的移交⼯作，
对洞⼝尺⼨进⾏测量复核，便于批量⽣产制作。

  各栋楼完成了8-5层楼地⾯凿⽑、清理⼯作，为后期
精装进场移交⼯作⾯做好准备，为楼地⾯找平层及公区
地⾯饰⾯砖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楼地⾯凿⽑、清理    ��A1#楼塔吊拆除�������A1#楼幕墙

汉江宏远�叶⽂涛

�  悦荟天地B地块1#商墅区域：1#-1及1#-9⼆次结构完成；1#-2、1#-3及1#-4⼀层夹层结构
完成，1#-5⼆层结构完成，1#-6地下室底板结构完成，1#-8地下室底板结构完成，1#-7底板及承
台垫层完成，准备转移钢筋棚安排底板结构施⼯。2#-4底板及承台垫层完成，开始锚杆桩施⼯；
2#-5商墅⼆层结构完成，屋⾯模板安装及⽀模架搭设完成；其中商墅⽰范区2#-6、2#-7、2#-
8、2#-9、2#-10、3#-1、3#-2、3#-3、3#-4及3#-7商墅主体结构完成，以及砌体围护结构完成，
3#-2~3#-4、3#-7及2#-8~2#-10屋⾯保温及保护层完成，2#-6及2#-7屋⾯保温板完成，3#-1屋
⾯防⽔完成；⽰范区⽡屋⾯基层施⼯开始，⼲挂⽯材及⻰⻣已开始施⼯，室外管⽹已完成，园林
景观已完成景观基层施⼯；3#-3、3#-4及3#-7商墅精装样板基层施⼯完成。3#-5商墅地下室顶
板结构完成，3#-6、3#-7及3#-8地下室底板结构完成，完成地下夹层⽀模架搭设及模板安装。
6#楼学校其中教学楼、⻝堂、游泳池、体育馆及幼⼉园已完成顶板施⼯；学⽣公寓已完成⾄五层
结构；教师公寓已完成顶板结构；室外运动场完成50%顶板结构。

（⼯程形象进度参⻅附图）�������������

���������������

1#、2#及3#商墅⽰范区施⼯情况

6#楼教学楼、⻝堂、游泳池、体育馆及幼⼉园，以及学⽣、教师公寓施⼯情况

悦荟天地B地块项⽬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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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世纪的奋⽃史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成就，军事⽃争作为⾮常重要的⼀个领域更
是为后⼈留下了颇具研究价值的丰富遗产。如今，在宏观经济⻛云诡谲，中观⾏业⾯临压⼒转型，微观企业发
展挑战重重的背景下，从党的军事⽃争成功历史中积极汲取宝贵经验，将有利于解放思想、打开脑洞，为企业
改⾰创新、持续发展提供解题之匙。

⼀、打造具有趋势洞⻅格局的战略能⼒
�
���������党的军史上，有过多次⾯对艰巨挑战、前途未⼘的时刻，如果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朝阳的趋
势洞察⼒和战略定⼒，可能信⼼早已先于⾰命消亡。
1930年，⾯对⼤⾰命失败后的不利局⾯，在回答党内部分同志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泽东
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量对⽐，提出了为后⼈熟知的“星星之⽕，可以燎原”。1937年全⾯抗战
爆发后，我国经历多次重要会战失利，⼀时间“亡国论”甚嚣尘上。⺠族危亡时刻，⼜是以⽑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综合分析中⽇两国国情，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论断，阐明了“兵⺠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思想，
最终历史⽤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战略洞⻅的惊⼈准确。

����������当前，房地产⾏业不确定性增强，战略⻛险增⼤，但我们先天具备国有控股的资信优势和⺠营企业的效率
优势，加之没有⾼周转和⾼负债带来的负担，认清经济发展⼤势，我们更应坚定信⼼，以更⼤的战略定⼒，利⽤
⾏业调整洗牌契机，稳中有进地推动改⾰，牢牢把握城市更新和“住有所居”的⼤⽅向，驰⽽不息地锻造经营内
⼒。

⼆、营造具有局部优势条件的战役态势

  我军历史上⼀直⼗分善于在整体劣势的情况下于战役某些时点在特点地域营造优势态势，从⽽在局部集
中⼒量、以多打少，以点带⾯化解整体的被动不利局⾯。

从党的军事⽃争成功之道探寻企业

抗战初期，⾯对⼠⽓正盛的⽇本板垣师团进犯，⼋路军⼀⼀五师在平型关地区充分利⽤地形优势，调集⼀万余优势
兵⼒以逸待劳，设伏对缺少防备的四千余⽇军突然攻击，取得抗战以来的第⼀次胜利，�打破了⽇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解放战争后期，我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以总计60万兵⼒对徐蚌地区的80万国⺠党嫡系重兵集团发起了淮海
战役。⾯对优势敌军，我军采⽤充分利⽤战场空间和时间差，“吃⼀个、夹⼀个、看⼀个”，先后对敌⻩百韬、⻩维、杜
⾀明集团完成分割包围，并最终⼀⼀歼灭，⼤⼤推动全国解放进程。

  商场如战场，虽然我们在⾏业内规模不⼤，但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以贯之的匠⼼传统，进⾏合理市场引导，在
具体区域和项⽬上打造独特竞争⼒，依然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占据先机，在具体竞争中战胜各⼤品牌对⼿。

三、创造具有灵活⾼效特点的战术⻛格

  灵活⾼效是我军⼀以贯之的战术⻛格，最⼤化发挥组织和机构的效能，以杀伤敌⼈有⽣⼒量为⾸要⽬标，我军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战术传统。

  红军时期，在⻓期游击战中，我军⼴泛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六字⽅针，多次赢
得反会剿、反围剿的胜利。在之后的武装⽃争实践中，我军⼜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性提出“⼀点两⾯”、“三猛”、“三三
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慢”、“四组⼀队”等与战场实际⾼度贴合的战术思路，逐渐形成具有我军鲜明特
点的战术⻛格，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将灵活⾼效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最⼤限度地提升了战场效能，在世界
范围内树⽴了轻步兵的战术标杆。

  在公司经营管理⼯作中，我们会⾯对各式各样的⽭盾问题，只有在合规前提下树⽴以结果为导向的指导思路
和务实⾼效的⼯作作⻛，因应市场竞争实际情况，围绕公司经营⽬标灵活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才能因势利导，既不
贻误商机，⼜把控⻛险。

四、锻造具有亮剑牺牲勇⽓的战⽃精神

  逢敌敢亮剑，英勇⽆畏牺牲是我军给⼈留下的深刻印象。正因为如此，我军从不因敌⼈的强⼤⽽动摇，从不被
艰难险阻所打倒。当战略战术都已⽆秘密可⾔，战⽃拼的就是精神。

        1951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期，⾯对“联合国军”对志愿军后勤中枢铁原的奇袭，我第63军在⼈数装备都
远不及对⼿的情况下，化整为零，分为数百个作战⼩组分散驻防，以⾎⾁之躯对战钢铁洪流，以⼀次⼜⼀次全员牺
牲的代价不断迟滞敌⼈进攻，最终奇迹般为兄弟部队的战略转移赢得时间，彻底粉碎了敌军的战略意图。这次胜利
在战术本⾝没有什么⾼明之处，但我军铁⾎的战⽃意识，明知绝境视死如归的战⽃精神化平凡为神奇，让这所有⼈
都看得懂却学不会的简单战术迸发出夺⽬的光彩。

����������在企业改⾰发展中，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不能坚定有⼒地贯彻执⾏，任何蓝图都将停留在纸⾯。唯有敢于
对抗压⼒，勇于直⾯挑战，在⼤局⾯前有格局敢牺牲，在困难⾯前不退缩敢碰硬，才能知⾏合⼀，谋有所成。

�����������品味党的军事⽃争历史，蕴藏着许多值得深度挖掘、凝练着精神⼒量和智慧结晶的成功之道。今天我们处在
没有硝烟的商业战场，改⾰发展的⼀道道难关同样是⼀场场充满未知的战役，从党的军事⽃争史中汲取养分，学史
明理、学史⼒⾏，必将有益于我们解开⼀道道改⾰发展的谜题。



赵静

���������⼀个时代的歌曲是这⼀时代历史的反映。看到⼀
本书，书名叫《歌声中的百年⻛华》，书中遴选了百⾸经
典歌曲，通过⾳乐艺术形式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历程。我也想从对我影响深刻的四⾸歌表达我对百年
党史的理解和感受。

⼀
���������第⼀次听到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时我深深为之惊
艳，从未曾想过《国际歌》也可以以摇滚的形式演绎，可
听着听着⼜觉得共产主义不就是⼀件很理想主义，充
满⻘春、希望跟激情的事业吗？没有什么⽐国际歌更适
合摇滚的歌曲了。在那个混乱、没有⽣机的沉闷年代，
李⼤钊同志对当权政府失望⾄极，却还是提出了“⻘
春”积极向上的⼈⽣观；当别⼈还在思考是否要学习⻢
克思主义时，他已经对俄国⼯农⾰命深有研究并将其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付诸实践了。他发愿“南陈北李，相
约建党”，⻢克思主义团体从北京的⼀个⼩⼩“⻢尔克
斯研究会”成⻓为⽆数有志⻘年共同为⾰命事业奋⽃
的中国共产党。此后⼏年，他冒着⽣命危险领导⼯农运
动，⼒促国共合作，在所有被历史铭记的时刻⾥，他总
是那么⻘春。临刑前，李⼤钊同志对其他19位⾰命者
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百年
了，今天的我们依旧在接⼒前⾏着，吾辈⻘年更要有接
过历史⻓跑接⼒棒的勇⽓与智慧，“以⻘春之我，创建
⻘春之家庭，⻘春之国家，⻘春之⺠族，⻘春之⼈类，⻘
春之地球，⻘春之宇宙。”“英特纳雄耐尔，就⼀定要实
现！”

⼆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歌不知是何时
学会，就算是不能背着全部唱出，也总能上⼝⼏句。他
诞⽣于1943年，那时的抗⽇战争正进⼊最艰难的第六
个年头，原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泽东
建议添加上“新”字，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中
国依然是存在的”。这⾸歌朗朗上⼝，通俗易懂，⼀传
⼗，⼗传百，响遍了抗⽇根据地，响遍了⼤江南北，从
“他坚持抗战六年多”唱到“他坚持抗战七年多”，最终
定格在“他坚持抗战⼋年多”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浴⾎奋战、百折不挠，最
终建⽴了新中国。这⼀巨⼤成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
殖⺠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盘散
沙的局⾯，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切特权，中国⼈⺠从此站起来
了。他唱出了百年⼤党之于中国的地位，也唱出了中国
共产党在⼈⺠⼼中的位置。

三
����������我的外公是抗美援朝⽼兵，他最爱哼唱的⼀句歌就
是“雄赳赳，⽓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曾问过他，打仗是
什么样的。他说，苦，真的太苦了。下很⼤的雪，没有⾐服
穿，好⼏个⼈分⼀块美国的压缩饼⼲。⼉时的我懵懵懂
懂，并不能感同⾝受。后来的我在课本上学到了⽤胸膛
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继光，被烈⽕烧⾝岿然不
动直⾄壮烈牺牲的邱少云。再后来我知道了那个时候新
中国仅成⽴⼀年、百废待兴，⾯对的敌⼈却是军事⼒量
最强⼤的美帝国主义，敌我双⽅实⼒极其悬殊，抗美援
朝战争的胜利完全是志愿军们⽤⾎⾁拼出来的中国战争
奇迹。也正是这保家卫国的⼀战，拼来了⼭河⽆恙、家国
安宁，中国从此在世界站稳了脚跟。⻓⼤后我才知道这
⾸歌的名字�《中国⼈⺠志愿军军歌》。

四
����������2020⽇本奥运会的开幕式⼜掀起了⼀阵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的观看⾼潮，我也借机重温了⼀次。当所有⼈
都⽬光都聚焦在舞台中间穿着红裙的⼩⼥孩时，当稚嫩
的童声唱出的《歌唱祖国》响起时，⼀切都安静了下来，
纯净⼜美好，我的眼泪不由⾃主的掉下来。那⼀刻，我发
⾃内⼼感受到，我们伟⼤祖国⼀路⾛向繁荣富强的发展
之路是多么不容易。改⾰开放后，我们经历了南斯拉夫
⼤使馆被炸的屈辱，英雄王伟为捍卫领空权与美机相撞
牺牲下落不明，为加⼊WTO不得不签下了与美国谈判
15年未松⼝的协议，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奥运圣
⽕传送到巴黎时被藏独分⼦多次抢夺⽕炬，还有后来
5.12汶川地震的天降国难。种种不易，种种⾟酸，好在我
们都挺了过来，终于在那时那刻，我们⾛在全世界⼈⺠
⾯前，骄傲⾃信的唱起：“五星红旗迎⻛飘扬�⾰命歌声多
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向繁荣富强”……时
隔13年，⼤家都在感慨：曾经的我们以为，奥运会能在中
国办是中国的荣幸，现在才知道，奥运会能在中国办⼜
何尝不是奥运会的荣幸呢？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越学党
史，越发觉⾰命道路的曲折。经过⼏代⼈的接⼒奋⽃，神
州⼤地已经旧貌换新颜，⼀⽚欣欣向荣的⽓象。然⽽，我
们不能因为成绩巨⼤就安于现状，⽌步不前，应该继续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往⽆前的奋⽃姿态⼲好本
职⼯作，永远⻘春，以头撞南墙、不达⽬的不罢休的⼲劲
和韧劲直⾯困难、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尽⼼尽⼒地把每
⼀件事办好、办实、办出成效。牢记初⼼使命，不懈奋⽃，
永远奋⽃！

�悟思想�坚定不移向前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党带领中国⼈⺠实现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梦想。现在，我们⽐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族伟⼤复兴的⽬标。知
所从来，⽅明所往。我们学习党史，从百年⻛华中汲取
经验、深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定不移地向前进。

⼀、学史明理，始终听党话、跟党⾛

����������党的百年历史，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
的改天换地，到改⾰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以来
的惊天动地，只有深刻学习党史，才能深刻领悟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克思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百年成绩和辉煌，告诉我们只要始终听党
话、跟党⾛，我们就能不断战胜各种困难，我们就能不
断取得⾰命、建设的胜利，我们就能在党的关怀下不断
成⻓。作为⼀名党员，要以强烈的⾃豪感和责任感，坚
决拥护党的领导，在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个⼈的⼒量，
努⼒成为历史洪流中的⼀份⼦。对于⼀个企业⽽⾔，也
要听党话、跟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社会建设，
争取提⾼企业的品牌影响，使企业可以⻓久传承。

⼆、学史增信，始终不忘初⼼和使命

党的百年历史，从反帝反封建的新⺠主主义⾰命，到社
会主义建设，到改⾰开放，再到新时代的新征程，党始
终把为中国⼈⺠谋幸福、为中华⺠族谋复兴作为初⼼
和使命。为了这个初⼼和使命，千千万万共产党⼈⽢愿
抛头颅、洒热⾎，⼀腔热情尽付于祖国和⼈⺠。通过学
习党史，让我们增强了对⻢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族伟⼤复兴中国梦
的信⼼。作为⼀名党员，要始终不忘初⼼、牢记使命，明
确⾃⼰的⽬标和⽅向，认真做好每⼀件事并刻苦钻研，
发挥⾃⼰的聪明才智。对于⼀个企业⽽⾔，也要不忘初
⼼和使命，坚定⽬标、合理规划、勇于开拓、⼤胆创新，
⾛出⼀条适合⾃⼰的新路径。

三、学史崇德，始终保持优良作⻛

���������党的百年历史，从红船精神、井冈⼭精神、⻓征精
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洪精神，⼀直到现在的
抗疫精神，⼀系列伟⼤的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
⼀代代共产党⼈对党忠诚、不怕流⾎牺牲、顽强拼搏、
艰苦奋⽃的崇⾼美德和优良作⻛。学习党史，这些精神

保证，是党在百年历史中历经波折依然能勇⽴潮头的战
⽃源泉，是党虽经百年仍⻛华正茂的重要法宝。作为⼀
名党员，必须吸取党史中的精神养分，始终保持优良作
⻛，敢于拼搏、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当⼯作、⽣活、学习
中的排头兵，从我做起，⼀起营造企业、社会的良好氛
围，共同促进中华⺠族优秀⽂化的传播并将其发扬于世
界。

四、学史⼒⾏，始终不懈拼搏向前

����������党的百年历史，从五四运动、⼟地⾰命、抗⽇战争、
解放战争、改⾰开放，⼀直到现在天眼落成、3名航天员
“⼊住”太空，等等，百年历史是⼀部真正的实践史、奋⽃
史。学习党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敢于实践、敢
于⽃争、敢于胜利的优秀品质。党的历史并不是⼀帆⻛
顺的，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是共产党⼈将⻢克思主
义理论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正
视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并不断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
取得了⾰命、建设的胜利。作为⼀名党员，必须始终脚踏
实地，做到知⾏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积
累经验教训，不懈拼搏向前。对于⼀个企业⽽⾔，要正视
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分析企业内外状况，从实际出
发找到可⾏⽅案，⼤胆实践，促进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古⼈曾说，欲知⼤道必先为史。党史学习是⼀项重要内
容，且需要持续学习。回望来路，展望未来，只要认真学
习党史，深悟思想，从党史中学习经验，始终听党话、跟
党⾛，不忘初⼼、牢记使命，保持优良作⻛，敢于实践、拼
搏向前，我们的道路会越⾛越宽阔。

刘欢

栉⻛沐⾬��砥砺歌⾏



“学党史·办实事·开新局”主题征⽂
获奖名单

⼀等奖

《从党的军事⽃争成功之道探寻企业改⾰发展解题之匙》
作者：蔡孟

⼆等奖

《学党史�悟思想�坚定不移向前进》
作者：赵静

《栉⻛沐⾬，砥砺歌⾏》
作者：刘欢

三等奖

《学党史﹒办实事﹒开新局》
作者：严惠

《重温西柏坡精神》
作者：潘毅

《学党史，深吾思》
作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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