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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园地

创新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四力”成效的 

探索与思考
——以广西石化公司生产二部党建项目化为例

陈保华[1]

[ 摘  要 ]如何发挥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创新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其成为看得见、摸

得着的生产力，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广大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时代课题。广西石化生产二部党总

支通过创新机制，建立科学量化的评测方法，采用积分制管理，以党建带队伍、以队伍促发展，有

效调动干部员工内生动力，凝聚起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 关键词 ]基层党建；量化；积分

一、创新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四力”成

效的必要性

（一）炼化行业市场竞争的形势

当前国内石油炼化行业地炼崛起、民企登台、

外企进驻，主体多元化趋势已经突显。特别是民营

大炼化项目相继上马，炼油规模大、工艺更先进，

采用炼油、芳烃、乙烯一体化加工模式，对国内炼

化行业格局产生巨大冲击。随着炼化行业竞争加剧，

人才抢夺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国

企员工放弃所谓的“铁饭碗”，选择待遇更高的民营

企业。人才的流失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造成一定的挑战。

目前集团公司正在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就是要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相适

应的企业用工和分配制度，形成企业管理人员能上

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如何

发挥国企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创新机制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让其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呢，

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广大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时

代课题。

（二）基层党建工作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两

个一以贯之”，一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

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基层党组织承担着推动党的方针政策落地生根

的重要责任，靠实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从这个

“神经末梢”抓起。目前国有企业基层党建面临的实

际问题：

1. 有的基层党组织在理论学习和思想传导上，

存在一定的走过场现象，依然把党建当成“软任

务”，没有真正用党的思想武装头脑、用党的理论指

导实践。“一岗双责”尚未有效靠实，“抓党建、促

发展”没有成为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思想共识，理论

学习没有转化为统一思想的凝聚力。

2. 党员干部活力有待增强。基层党员干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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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的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示范辐射的磁场效应尚未形成，党员的先进性没有

转化为知行合一的执行力。

3.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不够。如何发挥党

建作用开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两服务”工作，

有的基层党组织找不到着力点和切入点，注重理论

学习，疏于联系实际，作用发挥不到位，没有形成

凝聚员工队伍的战斗力。

4. 考核激励机制呆板固化，以理论学习完成情

况的考核替代党建工作成效的考核，侧重过程考核、

忽略结果考核，对党建工作成效缺乏科学评测，只

务虚功，不求实效，党建工作优势没有转化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成长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建设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把思想

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上来，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定措施、

破难题、抓落实，把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领导班子

的凝聚力、党员干部的执行力、员工队伍的战斗力、

企业发展的成长力“四力”上。

二、创新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四力”成

效的探索

广西石化生产二部党总支以“以党建带队伍、

以队伍促发展”为宗旨，以“新时代、星员工、硬

团队”党建项目作为载体，创建了“双向进入、一

体化考核”“党员先锋积分”“党员责任区”“五星级

员工评测”“员工芝麻信用积分”等管理机制，把党

建工作切实融入部门核心工作，让基层党组织切实

担负起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能，切

实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职能，带领全体员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共成长。

（一）完善考核机制，用好“指挥棒”

党建项目化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岗

位设置，制定了“一岗双责”的党建责任清单，建

立了“双向进入、一体化考核”的绩效考评机制，

靠实“一岗双责”，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这是新时

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1. 党支部的考核业绩指标包括：a. 政治理论学

习情况（10%）；b. 党组织生活开展情况（10%）；

c. 党员先锋积分考评情况（20%）；d. 党员责任

区创建情况（30%）；e. 五星级员工成长成才情

况（10%）；f. 全员芝麻信用积分情况（20%）。其

中 a、b、c、d 两项是对党支部教育党员、管理党

员、监督党员情况考核；e、f 两项是对党支部组织

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情况的考核。

a、b 是对党支部规定动作完成情况的过程考核，c、

d、e、f 是对党支部作用发挥情况的结果考核。

2. 党支部书记对党支部建设负第一责任，其业

绩考核中党建工作业绩指标占 70%，行政工作业绩

指标占 30%。党支部委员绩效考核中，党建工作业

绩指标和行政工作业绩指标各占 50%。

3. 党总支委员通过党建联系点的方式对相应党

支部的工作负管理责任。党总支委员绩效考核中，

党建工作业绩指标占比 30%，行政工作业绩指标占

比 70%。

4. 党总支书记对部门党建工作负第一责任。其

工作业绩根据公司党委考核机制进行考核。

“双向进入、一体化考核”考核机制，不仅是

形式上的合并同列，不仅是占比权重的分配比例，

更突出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建立了党建“融入中

心、服务大局”作用发挥效果的科学评价机制，把

党建工作由之前单纯的规定动作完成情况的过程考

核转变为注重实际成效的结果考核，目标导向清晰。

二是把“以党建带队伍”作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的切入点，明确党建责任的归位，并把党建责

任与生产经营责任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同步考核，

实现“抓党建、促发展”的目的。三是建立科学量

化的党建工作成效评测办法，并发挥绩效考核“指

挥棒”的功能，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切实把党建责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牢固树立“抓思想从生产出

发，抓生产从思想入手”的指导思想。

（二）发挥两个作用，建强“先锋队”

党建项目化创建了“党员先锋积分”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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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责任区”机制，搭建了党员和党支部发挥作用

的平台，规范了对党员和党支部的管理办法，便于

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打造坚强有力的党员干部队伍。

1. 创建“党员先锋积分”机制

党建项目化开展“党建 + 先锋示范”活动，制

定了《党员先锋积分管理办法》，对全体党员作用发

挥情况进行科学量化评测，激发其先进性，形成示

范效应。

党员先锋积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量化评测：

a. 政治理论学习情况（10%）；b. 参加组织生活情

况（10%）；c. 党风廉政执行情况（10%）；d. 党

员责任区建设情况（20%）；e. 芝麻信用积分情况

（50%）。其中 a、b、c 三项为党员政治思想建设情

况，权重占比 30% ；d、e 两项为党员作用发挥情

况，权重占比 70%。

从党员先锋积分的考核机制的设计上，突出了

作用发挥为主的理念，突出了“融入中心、服务大

局”的指导思想。党员先锋积分结果与党员先锋岗

创建、评先选优直接挂钩，先锋积分高者自动成为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其所在岗位设为“党员先锋

岗”。

通过公正量化评测，一把尺子量长短，确保先

锋党员的成色经得起检验。先锋党员把“身份亮出

来、作用显出来、形象树起来”，增进先锋党员的荣

誉感，使先锋党员成为引领员工的楷模。

2. 创建“党员责任区”工作机制

党建项目化开展“党建 + 岗位建功”活动，以

五型班组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结合点，创建“党员责

任区”，建立量化评分细则，把党建目标具象化，使

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机统一起来。

党总支负责整个部门五型班组建设的方案制

定、进度计划、任务部署、检查落实，党总支成员

分工负责督促指导具体某一型班组建设情况。党支

部负责按照方案计划指导各党小组五型班组建设推

进落实；各党小组内每名党员牵头负责本班某一型

班组建设的具体工作。每级党组织都有自己的指标

任务，每名党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区，做到层层有责

任、人人有指标。

党总支根据五型班组建设评分细则，每个季度

对各党小组五型班组建设的推进情况进行量化打分，

并根据量化测评结果对相应的责任人兑现考核。“党

员责任区”是党员发挥作用的舞台，是检验党员先

进性的“试验田”。通过五型班组建设，夯实三基工

作，服务中心大局，打造过硬团队。

（三）党建带队伍，构筑“磁力场”

1. 创建“五星级员工评测”机制

党建项目化把每个联合装置划分为五个岗位，

每通过一个岗位就获得一个星级的认证。由装置技

术管理人员组成考评小组，按照“干什么、考什么”

的原则进行综合评测。五星级员工每半年评定一次，

实行动态管理。员工星级根据评定结果实时调整，

并与奖金系数直接挂钩，把“不合理的平均”转变

为“合理的不平均”，树立“奖金是自己挣来的”理

念，科学优化分配机制，对应关系见表 1。同时五

星级作为技师、高级技师、装置技能专家、部门首

席技能专家聘任的必要条件，也是竞聘副班长和班

长的先决条件。

表 1 星级员工岗位奖金系数对照表

工作年限 无星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四年以上 1.55 1.6 1.65 1.7 1.75 1.80

转岗三年 1.6 1.65 1.7 1.75 1.80 -

转岗二年 1.65 1.7 1.75 1.80 - -

转岗一年 1.7 1.75 1.80 - - -

实习员工 1.0 1.05 - - - -

通过“五星级员工评测”机制，一方面号召党

员在干事创业中发挥骨干作用，并发现业务骨干人

才，实现“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

的目的；另一方面发挥党员服务群众作用，党员优

先按照“一对一结对子”精准帮扶的办法，帮助低

星级员工进步；通过“先进帮后进”实现“共同进

步”，打造技能过硬的员工队伍。

“五星级员工评测”机制有效调动了全体员工

学技术的内生动力，真正把“要我学习”的被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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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我要学习”的主动，实现“一岗多能”的

通岗操作，为生产装置安全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强 

保障。

2. 创建“芝麻信用积分”机制

实际工作中，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

错，这会极大挫伤员工的积极性。针对这个现实问

题，党建项目化借鉴金融行业管理思路，创建了

“芝麻信用积分”激励机制，着力调动全体员工干事

创业的热情，并将其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途径。

党建项目化结合炼化行业的工作实践，从三个

方面对员工“芝麻信用积分”进行量化评测，分别

为敬业履责、有感行为、能量指数。敬业履责主要

从生产运行、安全管控方面进行量化考评，权重占

70% ；有感行为主要从劳动纪律、工艺纪律、行为

规范等方面进行量化考评，权重占 20% ；能量指数

主要从参加党建工团活动、宣传报道等弘扬正能量

方面进行量化考评，权重占 10%。其中有感行为和

能量指数两项指标从队伍作风、队伍形象进行考评，

把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延伸到一般群众，把全

体员工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芝麻信用积分”评测办法涵盖了员工日常的

工作行为，不以结果为导向，注重全过程管控。“芝

麻信用积分”作为每名员工的绩效考核成绩，与每

名员工的“里子”“面子”“位子”息息相关。一是

关系到“里子”，即月考核奖金和年终奖；二是关系

到“面子”，即评先选优，信用积分将作为评先选优

的唯一标尺，确保先进典型有代表性；三是关系到

“位子”，即岗位调整，积分高者优先竞选副班长和

班长。

员工个人信用积分与班组集体信用积分直接挂

钩，班组信用积分就是班组每名成员信用积分考核

成绩的总和。同样，班组“芝麻信用积分”关系到

班组的奖金总额和评先选优。通过个人信用积分与

班组整体信用积分的绑定，激励班组每名成员都为

班组集体的业绩奋斗。通过这个方式起到“1+1>2”

的效果，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芝麻信用积分”就是每名员工、每个班组劳

动价值的体现，该机制关注员工的每一次进步、肯

定员工的每一次成长、褒奖员工的每一次贡献、增

减员工每一次付出的价值体验。价值认同是对员工

最大的褒奖，让员工感受到自己对于组织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这种体现存在感的价值认同增进了员工

的幸福感，激发员工自发主动地拥抱组织的热情，

营造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

三、创新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四力”成

效的效果

（一）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拧成“一股绳”

通过创建“双向进入、一体化考核”机制，把

“一岗双责”落到实处，一方面解决了个别党员干

部主体责任缺位的问题，重塑了“抓好党建是最大

政绩”“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

党建是渎职”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解决了党务干

部和业务干部各唱各调、各吹各号的“两层皮”问

题，思想观念上实现了从“重业务、轻党建”到

“抓党建、促发展”的彻底转变，增强了班子凝聚

力。在 2018 年部门领导班子评测中，综合得分达 

99.47 分。

（二）提升党员干部执行力，聚起“一团火”

通过“党员先锋积分”机制和“党员责任区”

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规范党员管理，增强身份意识，把党员

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忠诚担当的行动自觉，充分发

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示范效应。党支部紧

密围绕中心工作，强化责任意识，把“支部建在连

上”的政治优势统一到推动党的事业及企业生产经

营上来。

在公司 2018 年党建工作绩效考核中，生产二

部党总支荣获第一名，其中第一党支部是达标晋级

测评中唯一一个达到优秀水平的党支部，并被评为

2019 年度集团公司优秀基层党支部。

（三）提高员工队伍战斗力，形成“一张网”

通过“五星级员工”评测机制和“芝麻信用积

分”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能。机制创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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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贡献的员工有存在感、价值感、获得感，破解

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快干慢一个样、干好干坏

一个样”的困局，建立了“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价

值导向，营造“表扬先进，激励后进，你追我赶”

的良性生态循环。党组织以这两个机制为平台，积

极开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两服务”工作，与

员工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推动工作有效落

实的同时使党群干群关系更为紧密，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

（四）凝聚企业发展成长力，建好“一座城”

通过创新机制，树立正确导向，打造风清气正

的“磁力场”，真正把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成绩突出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让想干事者

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干成事者有位置，营造

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

生产二部岗位员工流失率逐年降低，加工成本

逐年降低，边际效益逐年攀升，为公司高质量发展

添砖加瓦。2017 年组织开工队参加“一带一路”项

目哈萨克斯坦 PK 炼厂改造工程开工投产过程中，

攻坚克难，不辱使命，为中石油海外工程树立了良

好形象。

四、创新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四力”成

效的启示

1. 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创新机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

根本途径。广西石化生产二部党总支创建“双向进

入、一体化考核”机制，解决了构建大党建格局的

问题；创建“先锋积分”和“党员责任区”机制，

解决了党建工作“融入中心、服务大局”的问题；

创建“五星级员工评测”和“芝麻信用积分”机制，

解决了“以党建带队伍、以队伍促发展”的问题。

2. 坚持目标引领，党建工作的考核只有实现从

过程考核向结果考核的转化，才能切实把党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让其成为看得见、摸得

着的生产力。广西石化生产二部党总支创新的考核

机制中，非常注重结果成效的考核，不仅满足于过

程，而且要追求结果，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

3. 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

的积极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凝心聚魂，汇

聚力量，从而间接为生产经营服务。广西石化生产

二部“新时代、星员工、硬团队”党建项目化，着

力于“以党建带队伍、以队伍促发展”，构建员工成

长与企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党建工作与生

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有机结合点。

4. 积分制管理是一种颠覆传统的绩效模式，赋

予考核文化属性的员工激活系统。广西石化生产二

部党总支采用“党员先锋积分”和“芝麻信用积

分”，对员工的履职情况通过奖分和扣分的形式进行

全方位的量化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考核、选人用

人、评先选优关联，增进了员工的价值体验，从精

神层面进行激励，有效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5. 管理之难难在考核，考核之难难在量化，科

学的量化机制是实现党建结果考核的基础。广西石

化生产二部党总支创新机制的同时配套建立了科学

量化评分细则，一把尺子量长短。只有实现客观公

正的量化，增加考核的透明度和颗粒度，才能形成

正确的价值导向。

6. 基层党建工作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做实了就

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党建工作成效要以

“四力”的标准进行检验。党组织只有领导班子坚强

有力、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员工队伍凝心聚魂，促

进企业创新发展，党建工作才能体现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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