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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WUDI党建模型解读
贺俊峰[1] 韩 蕾[2]

[ 摘  要 ] WUDI 党建模型是中国石油境外党建以亚太公司党委在“1234”党建工作方式基础上

总结凝练而成的党建模型。其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 W—全部性、U—联合性、D—动态性、I—创新性。

文章探讨了 WUDI 党建的具体内容及其管理的适应范围，指出 WUDI 党建既不是理论创新和制度

创新，也不是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而是党建工作具体方式方法在境外的适应性调整，应不断优化

提升，以为公司的稳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关键词 ]] 境外党建；WUDI 党建模型；适应性调整

一、WUDI 党建模型发展演变

境外党建以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亚太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党委“41234”模

式为指导，因国施策，在快速推进市场开发和项目

落地的同时，在“1234”党建工作方式基础上进一

步凝练总结为 WUDI 党建模型。其发展经历了四个

时期：

（一）酝酿期

2018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亚

太分公司孟加拉公司（以下简称孟加拉公司）提出

了“1234 党建工作方式”，即一个关键，党建核心

地位不动摇；两个抓手，以市场和项目为抓手促党

建；三个牢靠，党员牢牢扎根，团员牢牢系住，群

众牢牢维护；四项创新，创立联席党支部特色活动、

创造集中学习新效益、创新党建管理新模式、创出

党群工团新关系。

（二）雏形期

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在“1234”党建工作

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总结为 WUDI 党建方式 ：W

指 Whole，也即全员性，不局限在党员范围内；U

指 Union，也即联合性，开展联席党建活动，不局

限于单位内部；D 指 Dynamic，也即动态性，是因

地因时因事开展，强调动态化和灵活化，打破拘泥

的时空限制；I 指 Innovative，也即创新性，党建的

手段和方式方法的全方位多层次创新，提高党建效

率，创造党建效益。WUDI 党建深度融合市场和项

目两个业务核心，深化“四个诠释”岗位实践活动，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以推动市场开发取得好成绩，项目管理取得好

效益，员工获得成长进步。

（三）补充完善

2019 年至 2020 年初，补充优化 WUDI 党建

模式：将“全员性”修订为“全部性”，倡导全员

全面全程的党建方式，主要包括全员性（人员的

全部性）、全面性（内容的全部性）和全程性（周

期的全部性）三个方面的内涵；增加“联合性”内

容，由“中方联合”扩充为“单位内部联合”“中外

联合”；增加“动态性”内容，在党组织机构“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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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动态调节”和“时间动态”基础上增加“空间

动态”，倡导“24/7、6+1、R+F”的时间动态化党建

和 DU-C-K-C（即以党总支驻地首都达卡 Dhaka 为

主场，以 2.8 项目乌拉圭 Uttra、W4 项目现场吉大

港 Chittagong、800 兆项目现场库尔纳 Khulna、已

经休假公出回国 China 党员为辅）空间动态化党建，

总体融合实现空间与时间的动态化；完善创新性内

容，在“手册式”党建精细化管理基础上，扩充为

倡导“听 - 看 - 讲 - 谈 - 行”的活动形式、“引导 + 计

划 + 总结”的活动手段、“党建 + 文化 + 团队”的活

动内容等 3 部分。

二、产生背景

WUDI 党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一）W（Whole），全部性

提出全员全面全程的党建基本要求，主要基

于：

1. 支部党员少，3 ～ 5 名党员发挥作用有限，

青年及群众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党支部学习内容以规定动作为主，以支部书

记为主讲，其他人主动性无法发挥，效果不理想。

3. 仅有固定党支部的党员参加，项目前期及收

尾期留守党员无法参加活动，造成孤立。

（二）U（Union），联合性

倡导“中方联合”“单位内部联合”“中外联

合”的联动机制，主要基于：

1. 支部之间孤立开展，支部与参建单位孤立开

展，成本高，效果不太理想。

2. 总包商孤立开展党建活动，没有发挥总包商

的领导作用，无法促进中资企业间文化交流和业务

合作。

3. 中方孤立开展党建活动，没有紧密结合属地

特色，与属地资源合作开展活动，属地人员和合作

方积极性、凝聚力无法有效发挥。

（三）D（Dynamic），动态性

倡导党组织机构“四同时”“动态调节”，

“24/7、6+1、R+F”的时间动态化党建和 DU-C-

K-C 空间动态化党建，作为 WUDI 党建的重要手

段，主要基于：

1. 党组织调节、党员关系划转、党建责任分配

不够及时。

2. 八小时内、工作日内、项目紧张期内难以有

效开展，党建时间无法保障。

3. 在支部所在地、项目所在地、党员所在都难

以各自组织集中开展，也无法高质量各自开展。

（四）I（Innovative），创新性

倡导“听 - 看 - 讲 - 谈 - 行”的活动形式、“引

导 + 计划 + 总结”的活动手段、“党建 + 文化 + 团

队”的活动内容，作为 WUDI 党建的落实保障，主

要基于：

1. 党课及相关活动党员以听和看为主，缺乏

讲、谈和实践的过程。

2. 党建活动往往临时召开，准备不足，缺少总

结，流于形式。

3. 党建活动局限在党课学习、党的知识教育，

缺乏文化建设和团队建设内容。

三、具体动因

WUDI 党建的形成与发展动因主要基于以下 

考虑：

（一）全部性的提出动因

1. 全员性的动因。全员党建是市场开发与项目

管理的需要；党员参与是党的建设需要；青年团员

参与是团队建设和提质增效的需要；群众参与是立

足岗位、全员奉献、提升归属的需要，由此实现心

理上的归属感，更好的发挥员工群众在市场开发及

项目管理中的积极性，形成整体合力，实现全员协

同作战。

2. 全面性的动因。全面党建要是实现原则性与

灵活性的结合，规定动作是党的建设的需要；自选

动作是企业管理需要；创新动作是市场开发和项目

管理的需要。

3. 全程性的动因。全程党建是为了规避项目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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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党支部周期性的不足，前端管理是为了满足前期

市场开发及现场踏勘的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需要；

过程合作是为了解决项目党支部偏远、孤立、资源

少的问题 ；收尾管理是为了解决收尾期项目部撤销

留守党员的问题。

（二）联合性的提出动因

1. 内部联合的动因，是国家公司与项目部、项

目部与项目部之间共享共建的需要。

2. 外部联合的动因，是境外市场开发联合投标

的需要；是项目执行联合管理、共同执行的需要。

3. 中方联合的动因，是凝聚合力、合作共赢的

需要。

4. 中外联合的动因，是开发市场、密切关系、

促进市场和项目高效开展的需要。

（三）动态性的提出动因

1. 组织动态性的动因，是项目周期管理的 

需要。

2. 空间动态性的动因，是解决项目分散不能集

中开展的难题。

3. 时间动态性的动因，是解决市场与项目突发

紧急活动的难题，一切服从市场与项目首要任务的

需要。

（四）创新性的提出动因

1. 活动形式创新的动因，是突破传统你讲我听

的形式，调动全员参与积极性的需要。

2. 活动内容创新的动因，是突破传统党史党课

的局限，增加诸多文化与团建内容的需要，也是企

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的需要。

3. 活动手段创新的动因，是规避有活动无总结、

有问题无分析的弊端，提升管理与提质增效的需要。

四、具体内容

WUDI 党建的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WUDI 党建的具体内容

WUDI 对应举措 具体措施

W 全部性

倡导“党员 + 群众 +

流动人员”的全员 

党建

1. 实行“群众参与的内部联合”方式，开展“人人当讲师”活动。

2. 实施新型党群工团关系，即“党员四优先，群众四优先”：坚持困难面前党员优先、问题面

前党员优先、生死攸关节点党员优先、加班加点党员优先；坚持利益面前员工群众优先、荣誉

面前员工群众优先、享受面前员工群众优先、成果面前员工群众优先。

倡导“规定动作 + 自

选动作 + 创新动作”

的全面党建

1. 规定动作：“两个责任书”“三个坚持”。

2. 自选动作：业务知识、规章制度、属地知识、大使馆相关指示。

3. 创新动作：团队建设、文化活动。

倡导“筹备期 + 实施

期 + 收尾期”的全程

党建

1. 邀请筹备期的党员参与进来，接受党组织的教育。

2. 项目实施期会有固定的党支部，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

3. 项目收尾期现场工作的党员也会纳入孟加拉党组织的范围，确保项目全周期，党建活动无死

角，党员无遗漏。

U 联合性

倡导企业内部联合。 开展支部联合党建、参建单位内部联合党建活动。

倡导“1+N”中资企

业海外联席党建，“主

题党日”特色联席党

建“互访式轮流主办”

的联席党建。

1. 坚持“1”这个核心，不能被引导，不能处于次要地位；N”是多极化和多元化，既指数量上

的多极化，又指性质上的多元化，既可以吸引合作型国有企业加入，又可以吸引中小互补型民

营企业加入，在党建和业务上实现和谐统一。

2. 避免单打独斗和独舞亮相，倡导互访式轮流主办的联席党建模式，轮流主办的主题也因时因

地因企而异，主办的方式也丰富多样 ；采取自愿轮流主办的原则，参与成员具有流动性和随时

性，采用灵活的方式实现联席党建的目的。

3. 以“主题党日”特色活动为主体，辅之以普通零散型业外活动，把握重点和主流方向，增加

个别特色活动，强化联席党建活动的联合效应。内容上包括党员教育主题活动、廉政教育主题

活动、遵纪守法主题活动、纪念型主题活动、文化主题活动、团队建设活动等。

倡导与属地联合。 倡导与属地工、分包商、业主、合作商、咨询商等共同开展团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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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DI 对应举措 具体措施

D 动态性

坚持党组织机构“四

同时”“动态调节”

1. 在成立国家公司或组建项目部的同时，申请设立相应基层党组织。

2. 在配齐配强国家公司或项目经营管理班子的同时，申请选配好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支部班

子成员，党总支委员根据项目进展和职能调整情况，进行多次选举，及时补充党总支委员。 

3. 在编制国家公司或项目工作计划时，同时拟定党建工作计划，并经相应委员会或党员大会讨

论通过，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4. 在年度经营情况考核时，同时参加进行年度党建工作考核。

倡导“24/7、6+1、

R+F”的时间动态化

党建

1. 鼓励全体党员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任意时间，自主选择，动态学习，也即 24/7 动态化。

2. 鼓励 6 天工作时间加 1 天周末时间，任意时间动态学习，也即 6+1 动态化。

3. 鼓励下雨时间和工闲时间动态学习，也即 R+F（Rain day + Free time）动态化。

倡导“D-U-C-K-C”

空间动态化党建

以党总支驻地首都达卡 Dhaka（D）为主场，以 2.8 项目现场乌托拉 Uttra（U）、W4 项目现场

吉大港 Chittagong（C）、800 兆瓦项目现场库尔纳 Khulna（K）、休假及公出回国 China（C）等

地为辅，倡导各地党员动态参与党的活动，线下学习党的资料，提交相应学习成果，实现空间

动态化。

I 创新性

倡导“听 - 看 - 讲 -

谈 - 行”的活动形式

倡导五种活动形式：

1. 听党课、听党员教育、听规矩听制度、听标准听规范、听思路听大局、听形势听任务。

2. 看榜样、看方向、看目标、看差距。

3. 讲党课、讲感受讲经验、讲出路讲办法、讲感情讲义气。

4. 谈问题谈不足、谈思想谈行动、谈民主谈公证，谈过去谈将来。

5. 组织行、思想行、文化行、团队行、成果行，通过听看讲谈落实到具体行动，做实文化创

新，塑造团队形象，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果。

倡导“引导 + 计划 +

总结”的活动手段

1. 针对市场及项目情况，结合存在问题和困难，引导国家公司及项目部开展相应的活动。

2. 提前确定活动范围、活动目的、活动方案及活动效果，保证活动开展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3. 活动结束后，收集经验和教训，创立“手册式”党建精细化管理模式。

倡导“党建 + 文化 +

团队”的活动内容

1. 坚持以党建内容为主，增强基本党建内容的学习力度，主要以党的教育、党的知识学习、主

题党日活动和专题教育活动等“三会一课”活动为主。

2. 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与属地资源结合，宣传企业理念，培养属地员工热爱企业的情

怀。主要以企业文化宣贯、制度学习、中孟文化活动、参与社会各方主办的活动为主。以 “四

个一”为起点，选树各专业优秀团队，提炼企业文化理念 10 余项，开展了人人讲党课、主题

党日、周末团队建设、文化参观等，建立管道心声、文化墙、理念墙、照片墙等个性化窗口，

展示企业文化。

3. 利用党建开展团队建设，包括团队周末活动、孟加拉历史文化参观学习、联席活动、属地员

工慰问、合作方各类活动为主。

五、推广建议

WUDI 党建适应具有以下某些特点的境外党建 

管理：

1. 适用于党员较少、中心任务较重的党支部，通

过全员参与凝聚全员战斗力，促进中心任务的开展。

2. 适用于局限在党建知识为党建内容的党支

部，通过增加业务知识与团队建设，来实现与业务的 

融合。

3. 适用于项目周期性与党建存在缝隙的党支部，

通过纳入项目筹备期和收尾期的党员，来实现凝心聚

力的目的。

4. 适用于区域内党支部在 2 个及以上的党总支，

通过支部联合党建促进知识共享、业务共建、风险共

担的团队机制的建立。

5. 适用于有中资企业参与市场与项目合作的党支

部，通过与中资企业的联合党建，促进互信和业务上

的合作。

6. 适用于有外方业主、属地人员、属地供应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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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分包商、属地咨询商的党支部，通过中外联合团

队建设，促进互信共赢，使属地工有归属感，属地资

源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从而支持业务发展。

7. 适用于存在项目周期且随项目周期存续的党支

部，通过党组织机构“四同时”“动态调节”，确保党

组织机构的完整性。

8. 适用于项目和地区工作时间不固定的党支部，

通过“24/7、6+1、R+F”的时间动态化党建，调剂

项目工作时间间隙与党建工作，切实为维护中心任务

的开展提供支持。

9. 适用于党建资源空间分布分散无法集中开展党

建的党支部，通过采取现代化手段克服空间障碍实现

空间动态化，既确保党建工作的及时召开，又减少党

员差旅和时间成本。

10. 适用于局限在书记讲、党员学的孤单模式党

支部，通过倡导“听 - 看 - 讲 - 谈 - 行”的活动形式，

形成党员全面参与的党建模式。

11. 适用于总是临阵开会的党支部，通过“引 

导 + 计划 + 总结”的活动手段，切实提高党建工作 

质量。

12. 适用于总是仅学习党的知识的党支部，通过

“党建 + 文化 + 团队”的活动内容，形成党支部文化，

提高党支部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全体员工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

六、创新与发展

WUDI 党建不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是体制

创新和机制创新，而是党建工作具体方式方法在境外

的适应性调整，还处于初步探索和逐渐优化阶段，由

于各方面水平受限，WUDI 党建还存在诸多不足，今

后要不断优化提升，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每一个挑战，

克服困难，为市场开发保驾护航提供思想支持，为项

目管理提供激励党员干部发挥模范标兵作用，为公司

的稳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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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察机关已经介入的案件。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是直接向监察机关举报的案件，另一种是监察

机关在查办过程中，掌握了有关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违法线索的案件，利用已掌握查实的证据办理案件

更为高效，由监察机关调查审理并做出政务处分或

更为合理。

2. 企业移交监察机关处理的案件。可能存在四

种情形，第一种是企业掌握了不具有处理权限的管理

人员违法线索的案件，比如涉及领导班子成员的案

件；第二种是企业难以做出恰当定性处理的案件，包

括在内部处分指导性规范还未出台的过渡期内，企业

因缺少相关处分规定或拿捏不准的案件，为了避免受

到监察建议，可交由监察机关处理；第三种是其他存

在可能严重影响程序及结果公正情形的案件，例如领

导插手干预、违反回避制度等，可以移交监察机关作

出更为独立客观的裁决；第四种是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的案件，企业没有权力处理，可移交监察机关处理。

3. 派驻纪检监察组办理的案件。一些国有企业

中已经实施了派驻制度，派驻纪检监察组除了纪检

工作，实质上还履行着监察机关的职能，具有法律

所赋予的监察权，因此他们所办理的案件中，可以

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做出政务处分。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三种情况仅是理论层面探讨，具体实施还需依照

《监察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并经监察机关及主要

负责人协商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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