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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工地筑起坚强“堡垒”

歌舞《咱们工人有力量》、情景剧《红旗
颂》、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今年 7 月 5 日，一场精彩的主题文艺汇演在
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尖沟头社区
的碧桂园公园星荟项目工地上举行。来自
碧桂园南通区域的党员代表与街道、社区的
党员群众代表一同携手登台，用嘹亮的歌声
和火热的激情，讴歌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抒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家乡的美好祝
愿。活动现场，尖沟头社区党委与碧桂园南
通区域党支部的相关负责人共同为项目工
地临时党支部揭牌，这成为碧桂园南通区域
推动“党建进工地”的一个缩影。

扎根工地一线，筑牢坚强堡垒。去年以
来，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围绕集团党委部
署要求，积极探索推进高标准、规范化的基
层党建工作，通过加强项目工地党组织建
设，把党旗插到工地上，把党建工作延伸到
项目工程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打造人
民满意的优质廉洁工程。

“只有把党旗插在工地上，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项目建设才有了‘火车头’，企
业发展也才有了‘强引擎’。”碧桂园南通区
域党支部书记杨红建表示，通过强化支部引
领、党员示范，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与项目建
设工作深度融合，将保障安全生产、打造优
质工地、建设高品质项目等一系列要求落到
实处，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自2008年起，碧桂园集团党委有效结合
党建工作、业务发展与基层群众需求，融合工
地质量安全管理、工地文化建设、员工关怀等
各项要素，纵深推进基层一线项目工地的党
建工作。近两年来，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
以加强工地党建为统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锚定“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保廉洁”
目标，带动一线员工队伍投入到打造精品项
目工程的建设中去。在工地上，党员们吃苦
在先、冲锋在前，在重要施工节点主动放弃休

息，带头攻坚克难、连续
奋战，充分发挥“领

头雁”作用，为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

建设任务提供
坚强保障。

“精心施工保质量，牢记安全促生产”
“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走进
位于南通海安的碧桂园山河宸院项目工地，
浓厚的安全生产宣传氛围迎面而来。今年 7
月，该项目的工地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以
此为契机，工地将安全生产知识与党员日常
学习紧密融合，在提升党员队伍理论素养和
专业知识水平的同时，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
理意识，达到“双向互促”的实际成效。在保
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工地还进一步强化环境
保护意识，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和责任区，
开展“扬尘污染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绿
色施工各项要求，从源头抓好工地扬尘的监
督管理与防治，打造安全生产与“绿色工地”
的“双标杆”，得到了市及街道相关主管部门
的充分认可与表扬。

为家园风景增添鲜艳“亮色”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阳春四月的
海门江堤上，远望澄江如练，近看岸芷汀兰，
满眼风光如画。今年 4 月 20 日，在这幅郁郁
葱葱的“画卷”中，多了一道流动着的“亮
色”。十几名来自碧桂园南通区域的党员志
愿者，身着红马甲，头戴志愿者“小红帽”，从
海门江堤达标纪念碑处出发，开始了徒步 3
公里的捡拾杂物活动，用实际行动共护一江
碧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位于南通长江岸边的海门江堤，是市民
们平日游玩休闲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人员
往来众多。从 2019 年起，为倡导环保意识，
由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牵头，在海门项目
的党员中组织起一支志愿者队伍，开展以

“毅行·保护母亲河”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
动，至今已持续3年。

在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好小组，
手拎垃圾袋，拿起钳子等工具，沿着江堤缓
慢步行。他们在路边捡拾杂物，清理杂草树
枝和漂浮物等，就连藏在石缝里和芦苇丛中
的废弃物品都没有忽略。“从项目落地建设
开始，这项行动就已经在进行，我们还会一
直持续开展下去，为绿化家园、守护美好环
境出力。”碧桂园海门项目负责人表示。

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少高速公路上防疫
卡口的工作人员要连续经受高温烈日的“烤
验”。为此，海安市相关机构发出了向公路
防疫卡口捐赠防晒用品的倡议。碧桂园南
通区域党支部第一时间对接相关单位，在了
解所需物资情况后，于 8 月 13 日带着采购好
的物资来到海安高速路口查验站现场，向一
线人员捐赠防晒用品，助力疫情防控。党员
志愿者们还在骄阳下为卡口搭起了临时帐
篷，作为简易休息点，为卡口工作人员送上
贴心关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一直注

重发挥党员队伍的‘公

益正能量’，长期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活
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党员们不仅守好
项目‘防疫岗’，还积极投身全市的核酸检测
点服务、向重点防疫岗位捐赠急需物资，践
行初心使命，守护百姓安康，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力量。”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江海大地奏响奋斗“新曲”

“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南通
是中国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的家乡，他一生
致力于“实业兴国”，在家乡创办了大生纱厂
等数十家企业，兴办教育和公益事业，造福
一方百姓，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追慕先贤，砥砺担当。今年 3 月 31 日，
由南通市海门区相关部门主办、碧桂园南通
区域参与支持的长三角地区“张謇精神溯
源”活动在海门区常乐镇举行。来自长三角
各地的研究学者和代表人士齐聚张謇故里、
共寻张謇足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碧桂园
南通区域党支部书记杨红建带领公司党员
代表、入党积极分子及员工骨干，在位于常
乐镇的张謇纪念馆开展了“学习张謇精神”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参观，激励公司党
员及员工骨干队伍实干进取、担当作为，做
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利于国者爱之”“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与草木同生”“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在
活动中，大家相继参观了张公祠堂、史料陈
列馆，认真了解了张謇在家乡的成长经历和
投身实业、兴办教育、造福百姓的故事，一句
句满怀赤诚的话语，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
怀，令大家由衷钦佩。

“回顾张謇的一生，他经历千磨万难，始
终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兴实业、办公益，为
家乡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更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活动同期举办的“我心
中的张謇”主题演讲中，杨红建深有感触地
表示，以先贤为榜样，碧桂园南通区域将扎
根城市发展热土，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弘扬实干精神、奉献精神和诚信品格，
为百姓努力打造好房子、好社区，为南通建
设高品质城市、加快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除了张謇故里常乐镇之外，在南通博物
苑、张謇故居、南通“啬园”等每一处承载着
张謇故事的旧址，也都留下了碧桂园南通区
域党员队伍的寻访足迹。由张謇于 1905 年
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
馆。去年 11 月 17 日，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
部组织党员来到这里参观张謇事迹展和张
謇故居复原陈列展示，实地了解张謇开风气
之先、振兴家乡实业、推动南通近代城市工
业发展的故事，近距离感受这位先贤的杰出
业绩和爱国情怀。

此外，今年 3 月 10 日，碧桂园南通区域
党支部在南通“啬园”组织开展了“植绿树、

学张謇”主题党日活动。“啬园”是张謇的长
眠之地，他生前醉心于植树，时常以草木比
喻自己创办实业、济世利民的志向，通过组
织党员开展植树种绿活动，在增强服务意
识、倡导绿色生活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张謇
这位近代南通城市缔造者的景仰，践行保护
生态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的社会责任。

为乡村振兴架起致富“桥梁”

搭好企村“连心桥”，共谱乡村“振兴
曲”。今年 4 月 30 日，一场由“一企三村”共
同参与的联建活动在启东热烈举行。来自
启东汇龙镇南郊村、南阳镇元庆村以及合作
镇新义村的上百名党员代表齐聚一堂，见证
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与3个村级党组织签
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这标志着碧桂园南
通区域以党建引领推动“企村联建”迈入“快
车道”。

自去年起，启东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实施
“百企联百村，共走振兴路”行动，通过“企村
联建”，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百姓致富。今年
以来，以党建为引领，碧桂园南通区域已先
后与启东的4个村结成联建合作关系。通过
深化交流互促机制、搭建合作共享平台，立
足当地实际、探索创新思路、着眼常态长效，
在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以及党群服
务、阵地建设、爱心公益、联动共学、乡风文
明、特色产业等方面聚力发力，努力构建“一
村一品”特色模式，为强村富民“架桥铺路”，
共同建设村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位于启东的合作镇，是启东县首届人民
政府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
红色资源。近年来，当地以传承红色文化为
宗旨，以留住乡愁记忆、提升村民幸福感为
目标，深挖村企联建结合点，整合“红色旅
游”与“绿色农业”资源，并带动形成特色文
旅专线。

在四方联建活动当天，参加活动的党员
代表们一同来到位于合作镇的启东县首届
人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开展实地见学。一件
件革命史料和实物展示，一张张历史照片，
让大家近距离触摸到了峥嵘岁月留下的“红
色印记”。党员们还一同前往该镇的“陆铁
强史料陈列室”，了解这位启东地区第一位
党支部书记领导农民运动、与封建势力进行
不屈斗争的英勇事迹。通过用好红色资源，
开展联动共学，党员们深切感悟到革命先辈
的坚贞信仰、崇高品格和无畏气概，从中汲
取携手奋进的精神动力。接下来，碧桂园南
通区域还将助力当地优化提升乡村基础设
施和村居软硬件品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
围绕当地正在推进的葡萄园休闲观光农业
项目，为特色农产品拓展销路，助力村民兴
产致富。

今年 2 月 6 日，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
与南通启东经济开发区新村村党总支举行
了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式，双方就实现属地
精准服务、促进党员联训共学等进行了深入
探讨和交流。在签约仪式现场，启东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陆琛杰给全体党员上了一
堂冬训党课。他表示，以党建引领推动“企
村联建”，为实现区域优势资源共享和属地
资源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载体。在今后的
工作实践中，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将与碧
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充分联动，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共办实事好事，实现党建工作
与园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良性互动。以开
展结对共建为契机，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
还与启东经济开发区新村村党总支共同组
织年轻党员，对该村80周岁以上的老党员进
行慰问，了解老党员的生活情况，给他们送

去温暖和关怀，面对面共叙乡村发展。
“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将以企村联

建为切入点，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搭好联建
平台，促进农村各项基层工作深入开展。通
过不断拓展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
形式，以联建项目为抓手，实现资源互享、优
势互补、载体互融、实事共办，在推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为村民致富打下坚实基础。”碧桂园南通
区域党支部委员、区域综合管理部负责人黄
肖波表示。

用真情服务诠释为民“初心”

“感谢组织上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到工
地就是一个大家庭、党员和工友就是一家
人！”碧桂园南通区域现有 5 个在建项目工
地，分布在南通市域内的海安、启东、海门、
通州和如东，在工程建设的日日夜夜，勤勤
恳恳奋斗在一线岗位的农民工数以百计，他
们是碧桂园南通区域每一个品牌项目工程
的建设者和成就者。今年 7 月，碧桂园南通
区域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夏送清凉进现场
丝丝关爱沁人心”慰问工友活动，联动5个项
目工地，关怀奋战在建设一线的农民工群
体，为他们发放水果、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用
品，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施工安全
与工友身体健康。与此同时，由党员组成的
爱心服务队伍，还在各个项目工地开展了流
动宣讲，围绕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强
自身防护、确保安全文明施工等主题，向广
大工友宣传施工安全以及健康生活知识，将
服务做到工友们的心坎上。

服务一处工地，温暖千百颗心。除了酷
暑季节送清凉之外，在今年春节期间，为响
应地方政府号召，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积
极鼓励各个工地的外地工友就地过年，同时
开展了“迎新春慰问留守工友”暖心行动。
党员们深入每个施工班组，对留在工地过年
的工友们表达问候与祝福，送上“年味”十足
的礼盒，组织工友开展文艺联欢活动、在线
上与远在外地的家人展开场景互动，让浓浓
温情在工友的“小家庭”和工地“大家庭”之
间传递。在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的号召
下，各项目工地纷纷贴起春联，在工地生活
区、办公室张灯结彩，给留守异乡的工友和
员工们营造温暖祥和的氛围。

“企业的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杨
红建表示，碧桂园南通区域党支部始终牢固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认真
贯彻“以党建引领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
工作要求，通过下沉建设一线、深入工友群
体，持续开展党群服务，不断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的暖心温度。引导全体党员淬炼党性
修养、牢记为民宗旨、满怀为民真情，争做服
务群众的“热心人”，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精品项目提供坚
实支撑。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碧桂园南通
区域党支部立足工作实际，精心组织谋划，
坚持“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创出
彩，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平台载体，在
全体员工队伍中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与此同
时，通过用好用活南通当地的红色教育资
源，组织开展实境教育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强化使命担当。

初心不渝、笃行致远。立足“十四五”开
局的新起点，碧桂园南通区域将秉持“对人
好，对社会好”的企业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党
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
能”，在新征程上不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碧桂园集团南通区域碧桂园集团南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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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堡垒，凝聚发展合力，践行为民担当。今年以
来，碧桂园南通区域深耕江海大地沃土、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围绕集团提出
的“五个100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
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打造有区域特色的党建品牌，将“爱党爱国家”的企业
文化理念融入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并转化成锻造过硬队伍、打造精
品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投身公益服务的一系列亮眼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