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

本刊编辑部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2021年领导干部会议，明确提出了

新时代组织人事工作和人才强企工程的思路目

标及主要任务，制定了人才强企工程行动方

案，吹响了人才强企“集结号”。

这是中国石油历史上首次以组织人事工作

和人才强企工程为主题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

集团公司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作出了确保石油事业薪火相传的重

要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组对人才工作的高

度重视、对企业发展关键与核心的科学把握和

推进企业发展的强烈担当，对于推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基业长青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要认真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高的

站位去认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认

识上到位，行动才能更自觉。人才工作不是一

般性的工作，而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发

展的核心问题。要深刻认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

资源，是强国之基、兴业之本，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吹

响了建设人才强国的进军号角，作为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走前列、作表

率；深刻认识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组

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阶段、各三步走”的战略

路径，做出了积极构建多能互补格局和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要把宏

伟蓝图变为现实，关键靠人才；深刻认识到面

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干部人才队

伍仍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还不够完善，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比过去

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要胸怀“国之大者”和

“企之大者”，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推进人才强企工程，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

更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更广泛的智力支撑。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要准确把握戴厚

良董事长讲话提出的系列部署要求，以更清晰

的思路去谋划。思路决定出路，有什么样的思

路就有什么样的举措。党组“一个总体思路、

两个阶段目标、四大重点专项工程、一个重要

保证”的人才强企总体部署，统揽全局、协调

各方，特别是四个专项工程和两个专项行动目

标明确，路径清晰，各项措施科学务实，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要切实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进一步厘清本单位人才强企的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遵循“四个坚

持”兴企方略和“四化”治企准则，坚持“两

个一以贯之”，突出实施组织体系优化提升、



“三强”干部队伍锻造、人才价值提升、分配

制度深化改革等专项工程，着力构建新型高效

的组织体系，着力健全干部“选育管用”机

制，着力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着力提升劳动

生产率和人力资源价值，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组织和人才保证。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要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以更强担当更实作

风去实施。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最根本的是解

决制约人才发展的突出问题，突破企业发展的

人才瓶颈。要紧紧抓住企业人才强企中的主要

矛盾和突出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出发点、以目

标为根本点、以结果为落脚点，把人才强企工

程的各项重点举措和安排，纳入企业改革总体

部署，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务求实效。组织

体系优化提升专项工程是一个大的改革课题，

要把优化调整企业布局和业务结构、压减管理

层级、精简组织机构、精干人员配置作为重

点，着力解决“大企业病”问题；分配制度改

革具有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要正确处理好国

家、企业和员工三者利益关系，体现价值导

向，注重劳动生产率提升，充分激发企业和干

部员工干事创业的活力动力；三支人才队伍接

替问题事关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围绕锻造“三

强”干部队伍和建设能源领域人才高地，着力

健全干部“选育管用”机制，完善“生聚理

用”人才发展机制，推动梯次合理配备，加快

解决“盖层太厚、断层隐忧”问题。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要精准对接集团

公司人才强企工程行动方案的具体部署，补短

板、夯基础、强特色、提质量。工程思维是本

次集团公司推动人才强企的重要方法和特点。

行动方案明确了推进人才强企工程的具体阶段

目标和具体任务，其根本就是要按照工程思维

的方法，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落实。各企业

要切实学深、悟透、研细行动方案，对标其中

的具体目标、思路、任务、措施，紧密结合本

单位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方案，明确补短板、夯

基础、强特色、提质量的具体思路举措，细化

分解任务目标，明确时间进度、责任主体等，

建立督导机制，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推动

落实到位，确保人才强企新气象。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要加强人才培训

赋能，发挥各级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集团

公司党校（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等干部人

才培训机构，是集团公司培养人才、为发展

助力的骨干力量和重要支撑，在实施人才强企

工程中责任重大。发挥各自优势，积极研发课

程，推动集团公司人才强企部署要求进课堂、

进班次、下基层、入头脑；按照建立“统一领

导、标准规范、共建共享的创新型现代化教育

培训体系”要求，把握定位，强化协同，积极

构建分层分类、标准化系列化的领导人员培训

体系和岗位培训体系；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共同建好用好中油e学平台，积极推进培

训方式转型；坚持内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培养造就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的师资队伍；坚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设计

好、运行好每一个培训项目，不断提升培训的

质量，在助推集团公司人才强企落地中彰显更

大价值。

人才强企，强企有我。推进集团公司人才

强企工程落地，是一项系统性战略工程，每个

企业、每个部门都有责任，每名员工都是参与

者、受益者。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贯彻

党组决策部署，在推动人才强企中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为集团公司建设基业长青的世界一

流企业提供不竭动力！



CONTENTS
目 录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双月刊）

Journal of Beijing Petroleum Managers 
Training Institute

2021 年第 4 期

（第28卷  总第145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赵玉建

副 主 任  钱兴坤  黄  革

          翁自力  李志刚

          丁传峰

委    员

那子纯  付剑星  彭宏韬

王子云  刘中晏  任柏明 

杨  潞  焦小谋  张轶斌 

庞  鹏  占德干  王坚强

王旭东  滕永昌  袁  慧

主 编

周文祥

副主编

那子纯  刘中晏 

执行副主编

袁  慧

本期责任编辑

田解超  刘曙光

英文编辑

武义民

注： 封二、封三内容转自 

中国石油报官方微信

  特  稿

3  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实施人才强企工程

  ——在集团公司2021年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戴厚良

6 高质量推进人才强企工程 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杨  华

  三强锻造

10 以“三强”干部队伍锻造为引领 建设堪当时代重任的石油铁军

 何江川

16 锻造坚强有力担当作为的领导班子

  ——宁夏销售公司领导班子建设探索 蒋杨贵

20 锻造政治坚强、本领高强、意志顽强干部队伍的思考与对策

 陈  灿

  生聚理用

27 构筑高层次人才聚集高地 加速率先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步伐 苟  量

29 深化“生聚理用”人才发展机制研究 张  煜

33 客户经理人数字画像模型在辽宁销售公司的创建与应用

 曾晓康  李  博  柴  广  潘小峰



CONTENTS目 录

主 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

刊 号

ISSN  1008-4576

CN11-5364/Z

出 版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

北京德外西三旗

邮 编

100096

电 话

010-69216106

010-69216109

电子信箱

xuebao@cnpc.com.cn

出版日期

2021年8月

承 印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

有限责任公司

  砺剑赋能

39 汲取百年党史领导力智慧 推进领导力培训体系建设 赵玉建

44 搭建平台 创优机制 畅通年轻干部成长“快车道” 刘守德

47 提升基层队伍建设水平 有力保障公司高质量发展

 胡  梅  徐召华

  实践思考

50 成品油销售企业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张  永

56 “四出”精神指引下老炼化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王晓路

61 推动人才强企工程落地的三个着眼点 谢  芳

64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推动科技自立自强须着力打造创新型团队

  ——中国石油大型测井软件CIFLog研发实践与启示 武宏亮

  改革探索

71 当前国企用人制度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 那子纯

77 构建多元化用工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刘子临  王凌梅  吴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