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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 

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尧 斌[1] 冯 峙[2]

[ 摘  要 ]企业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把国际化运作模式和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运用到生产经

营工作中，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是党建工作成效的具体体现。而党建工作成

效的关键在于载体是否适合。只有坚持用创造性思维不断进行载体创新，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把基

层党建的特色优势充分展示出来、发挥出来，增强党建工作时效性，推动企业发展。

[ 关键词 ]海外党建；工作载体；创新

创新，是活力的源泉；载体，是工作的抓手。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既是激发基层党建活力的有效

途径，也是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服务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党的基层

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的要求，管道局紧跟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和集团公司国际化战略

决策部署，提出了市场、创新、国际化三大战略，

将加强海外党建工作、创新党建工作载体作为开拓

海外市场、展示企业形象、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阵地，作为凝心聚力、鼓舞士气、培养人才、展示

作为的主战场。

一、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创新的重要

意义

（一）创新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是落实“一带

一路”战略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

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为国有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管道局作为油气管道建设

的主力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创新海外党建工作

载体，不断增强海外项目党建活力，提升党建工作

科学化水平，在新时代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改革发展中发挥海外项目党

组织中流砥柱和战斗堡垒作用。

（二）创新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是实现管道局

国际化战略的迫切需要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管道局高度重视国际

化，积极走出国门、进军海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管道局沿着“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

紧紧围绕建设国际一流油气储运工程公司的发展愿

景，大力推进实施市场、创新和国际化三大战略，

海外业务得到快速发展，经营足迹遍及 50 个国家，

“海外业务半壁江山”市场格局已经形成并巩固发

展，国际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而海

外项目党组织是企业迈向国际市场、走向世界、不

断提升自身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创新

党建工作载体，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党建的引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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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其转化为鲜活的实践，激发党建活力，发挥

积极作用，才能保障管道局更加从容应对国际化、

市场化竞争，确保战略目标的稳步实施。

（三）创新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是提升品牌形

象的现实需要

在海外项目实施过中，管道局坚持把国际化运

作模式和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运用到生产经营工

作中，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通过形式多样的党建工作载体和文化活动，大力弘

扬石油精神、“八三”精神，在与国际各方打交道的

过程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石油故事、管道故事，

引领带动广大党员争当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示

范者，构建起各国尊重互信、同舟共济、互惠共赢

的桥梁纽带，充分展示中国形象、中国石油形象、

管道局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助力企业由“走出去”

向“走进去”“走上去”扎实迈进。

二、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创新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

（一）工作环境艰苦恶劣

管道局很多海外项目分布在战后重建或经常出

现战乱暴乱的高危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自然环

境恶劣，再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等瞬息万

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给海外项目带来了极大的不可控风险，对员工身心

健康、国有资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风险。

（二）意识形态与政策限制

很多国家和地区限制政党和社团活动，有的地

区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是也存在诸多限制，尤其

是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项目，常常受到西方政府、

媒体的特别关注，一些正常的投资建设活动常常被

误解为“威胁”“掠夺”“殖民”。当地国的反对派或

者政府投资者也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这也导致了

海外项目党组织很难公开活动，也不能随意亮明党

员身份，造成活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员工参与

的积极性不高。

（三）党员高度分散

由于管道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的特性，

又是在海外施工，党员普遍分布在一个国家多个城

市，甚至两个或多个国家，致使党员的学习教育、

组织活动不能同步进行，时间和距离的隔阂，也导

致横向交流困难，一些好的经验得不到及时总结和

推广。且受网络设备和通讯的影响，甚至当地国对

QQ、微信语音视频功能的限制，导致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等党建活动很难正常有效开展。

（四）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不强

受当地国工作许可、劳工政策限制，以及从人

工成本考虑，海外项目的员工队伍和管理机构简洁

精干，绝大部分党务工作者都是兼职，特别是对于

规模较小、人员少的项目，还存在单纯的业务思维，

不能很好地将党建融入中心工作，与党建形势脱节、

与互联网时代脱节、与使命任务脱节、与员工群众

脱节，导致开展的一些党建活动在互动性开放性方

面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

三、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创新的探索

与实践

（一）以突出的组织载体促进海外党组织工作有

效运转

组织载体是党建工作有序运转的基础，必须坚

持正确的导向性，突出组织载体优势。

1. 规范组织设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工

程项目党组织的指导意见》，从事海外项目的单位和

地区公司还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境外基

层党组织工作手册》《中东地区公司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工作手册》等，细化了海外项目党组织设置、撤

销权限、程序，实现海外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

2. 探索建立项目党工委工作模式。结合海外

党员人数、参与单位数量、驻国实际，灵活设置党

的基层组织，在海外长期从事工程项目施工的公司

设置党委；在大型境外工程项目建设队伍中设置前

线党工委；在境外独立运作的地区公司设置党总支

（党支部）；对少数单独出国执行中短期任务的少数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3期62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党员和流动党员就近纳入其他党总支挂靠托管，实

现了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防止“党员找不到

组织，党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

（二）以丰富的活动载体教育引导管理海外党员

有活动才有活力，党组织活动是党组织有朝

气、有活力的充分体现，是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

最好载体。在新时代，管道局积极拓宽海外党建活

动的内容和范围。

1. 搭建特色“主题党日 +”学习载体。利用

“三会一课”制度，以“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主线，开展理论学习、文化道

德学习、业务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海外形势，开展好形

势目标教育、专题学习、主题讨论、集中上党课、

集体研讨等，形成党员之间学习共享互动的组织氛

围，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学习力，实现党建学习化、

学习党建化。

2. 搭建结对互助帮扶载体。采取总部党组织和

海外项目党组织结对互助，优秀党组织与其他党组

织结对互助的形式，以先进的带动和引领，整体提

高海外项目党建工作水平；扎实开展师徒结对活动，

为项目优秀员工选配师父，签订师徒协议，每季度

反馈培养情况，提高海外员工职业化素养和水平；

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各海外项目将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践行初心使命，构建企地和谐，促进市场开发，

增进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载体，坦桑尼亚国家公司为

MWENGE 地区孤儿院儿童送去足球、书面、文具

等物品；沙特 NGCP 项目诊所为沙特、印度、巴基

斯坦等外籍员工免费提供日常医疗体检和心理咨询。

3. 搭建具有支部特色的主题活动载体。通过开

展党建活动成果展示、书记讲坛、精品党课、劳动

竞赛等特色党建活动，提升党员综合素质，增强党

员党性意识，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伊拉克马季努

恩外输气管道项目部以“小马训练营、小马青年说、

小马带工团、小马在一线、小马党建 +、小马之家”

为主题活动的“小马六式”工作法的实施，创新了

海外党建工作的方法和内容，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作

用的发挥，为项目生产经营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政治

保证和思想保证。

（三）以先进的网络载体全面开展海外党组织 

建设

网络和信息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

是推动党的建设向着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发展的重

要推手，尤其是对于海外党建来说，可以有效突破

地域、时区的界限，实现“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

在线上”。

1. 创新用好新媒体平台。“互联网 + 党建”为

新时代的党建工作插上了“隐形”翅膀，微信、微

博、H5、QQ、钉钉等网络媒体和工具已成为海外

项目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拉近了党组织、党

员、群众的距离，切实打通党建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成为新时代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充

分调动了干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激发海外项目

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伊拉克西古尔纳一期油田 42

寸原油外输管道项目将网上问卷调查与党支部年度

工作计划相结合，将 H5 与党课相结合，将钉钉云

社区与党建活动阵地相结合，极大提高了大家参与

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2. 用活石油党建 APP。石油党建平台上线后，

解决了海外党员过组织生活难的困境。管道局各

海外项目党组织充分发挥 APP 集中学习效果检测

优势，通过 PC 端发布会议内容和测试题目，加强

平时平台签到、答题功能普及应用，建立线上“微

书屋”，分享党建“知识贴”和业务“技术贴”，使

平台“移动书屋”的作用在党员的碎片时间里发挥 

作用。

（四）以厚重的文化载体增强海外党组织工作凝

聚力

良好的文化载体起着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

作用。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语言与习俗的差

异，管道局坚持以“石油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

“管道为业、四海为家、艰苦为荣、野战为乐”的

“八三”精神，充分尊重员工多元文化背景、不同思

维模式与行为习惯，进行求同存异与文化融合，打

造全新的，适合海外分公司发展需求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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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项目实践中逐步涌现出“W-U-D-I”“丝路驼

铃”等一批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凝练出中亚“狼文

化”、中东“骆驼文化”等独具特色的精神品牌。这

些文化成果和生动实践，为管道局攻坚克难、加快走

出去步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东，伊拉克艾

哈代布管道建设中，全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啃硬骨

头、打攻坚战，仅用 83 天就完成了 200 公里的主体

焊接任务，创造了 “中国速度”，发挥了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

四、海外项目党建工作载体创新的思考

（一）创新海外党建工作载体要讲求“实”

不仅目的要实，过程也要实。要紧紧围绕生产

经营工作和党建工作上水平为切入点，确立具体的、

量化的、明确的目标，防止出现“两张皮”；要用看

得见、摸得着、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成果来体

现载体的实际效果；要严格落实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用严格的制度确保海外项目

党建工作走深走实，以始终如一的态度把党建载体

打造成群众满意工程。

（二）创新海外党建工作载体要注重“活”

不仅要活学，还要活用。要注重吸收国内好的

载体和经验做法，结合海外的实际和特点，因地制

宜设计新颖科学、特色鲜明、务求实效、富有创新

的载体；要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海外项目党建工作好

载体，求取他人之精华，取适合者为已用。

（三）创新海外党建工作载体要体现“新”

不仅要有新形式，还要有新内涵。随着 5G 技

术的迅猛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对集

中学习、活动带来深刻变化，多维度、信息化是未

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

要，与时俱进、创新思路，充分利用“党建 +”“智

慧党建”“5G+ 党建”等内容，让载体更为新颖，

紧跟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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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圆满结束

6 月 18 日，第 5 期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本次培训共 5 期，来自中石油 37 家单位的 3009

名学员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参加了此轮培训。本

次培训通过直播的形式开展，学员们克服网络、

接收终端和直播程序使用等困难，全程严守纪律、

专心听课，积极参加互动交流活动，充分展示出

中石油中层干部的过硬素质和良好形象，践行了

戴厚良董事长提出的把“熬冬”变成“冬训”的

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全会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党组决策部署上来。学员们

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岗位，充分运用所学知识，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和低油价冲击，扎实推进提质

增效措施落实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效益实现保卫战，努力为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

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