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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建  “红色引擎”

破解商会发展三问
宝鸡市江苏商会成立于 2008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是商会

发展最快最好的 10 年，商会建立健

全了机制，完善了章程制度，完成了

法人变更登记，成为引领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航母。

“我们首先解答了长期困扰商

会发展的 3 个问题：商会要不要讲

政治？加入商会有什么好处？商会

如何服务会员？”秘书长陈飞说，商

会之所以能建成“全国四好商会”，

秘诀就是党建引领、文化铸魂。

“我们给会员讲，做生意不能不

择手段、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能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能坑害国家和

群众利益，要守法合规，企业走正道

才能做大做强，企业家要承担社会责

任，言行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些都是讲政治的表现。”陈

飞说，商会党支部认真开展“三会一

课”和“主题党日”活动等，会员们一

起学理论、学政策、学法规，思想境界

不断提高。“只有航向不偏，企业才能

行稳致远，商会也一样。”

副会长马想琴去年被确定为党

员发展对象，宝鸡市江苏商会给她

的第一印象是集体感强、注重商务

礼仪，会员们踊跃参加活动、乐于奉

献。入会后，她发现每次开会，都有

明确的目标和议题，会上定下的事

情，都能得到落实。她想，如果把商

会这套管理办法运用到企业上，再

大的企业自己也能管好。渐渐地，过

去从不看新闻的她开始关心国家大

事，还下载了“学习强国”App。她向

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内

心萌发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她渴望

成为一名讲政治、有格局的企业家。

“加入商会要交会费，会员能得

到哪些好处？”陈飞说，经过梳理，

至少有 6 种好处 ：有了一个被社会

认可的身份、拓展了人脉资源、与政

府拉近了距离、抱团取暖、提高自己

的修养、放大个人的作用，这些无形

资产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商会是

一个平台，我们聘请专职法律顾问

帮助会员维权；新会员初来乍到，我

们带着他们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解决子女上学等问题；会员遇到资

金瓶颈，我们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

商会领导班子每月都要走访会

员企业、兄弟商会，倾听大家意见建

议，进行业务指导，开展学习培训，

给会员过生日等。2021 年，商会针

对经济下行、会员企业生意难做的

实际，采取抓点带面、现场观摩的方

法，帮助会员建设企业文化，提升企

业市场竞争力，收到良好效果，班子

成员张林子、陈辉、周双喜、吴其华、

俞卫兵的企业文化建设走在了商会

前列。在发展会员时，“会员发展部”

和秘书处联合上门考察会员企业；

商会内部建立了领导成员服务分工

负责制，树立了“领导就是服务”“领

导就要负责”意识，会长负总责，下

设 6 个部门，分别由副会长负责，秘

书处协调抓落实，监事会监督效果，

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会长周云

南提出“商会就是家，我们只能往

家里搬，不能从家里掏”，赋予商会

“家”的理念。“我们提出打造学习、

团结、正气、政治、积善‘五个之家’，

就是要把商会建成会员们的温馨家

园。”陈飞说。

宝鸡市江苏商会相继获得全

国以及省市级“四好商会”“先进商

会”“优秀社会组织”“社会扶贫先进

集体”“长江三角洲招商引资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2018 年，商会党支

部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四星级党组

织”；2020 年，市工商联在宝鸡市江

苏商会召开现场观摩会。

苏 商  宝鸡经济社会

建设的一支劲旅
江苏和宝鸡，山水相望，人文相

亲。“我们有的会员，来宝鸡创业已

经 30 多年了。”陈飞说，很多会员在

宝鸡安了家，车牌号、手机号都是宝

鸡的，他们已经把宝鸡当作“第二故

乡”，主动投身宝鸡的招商引资、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和谐，

服务群众，赢得了良好口碑。

今年2月20日，渭滨区举办“商

会民企进渭滨 同心聚力共发展”活

动暨 2023 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其中总投资 9.5 亿元的高

端集成电路传感器封装测试项目，

就是通过宝鸡市江苏商会牵线搭

桥，引进宝鸡的。去年 4 月，在周云

南的邀请下，江苏芯鹏科技、陕西鲁

苏共创公司负责人来宝鸡考察电子

信息产业，最终陕西鲁苏共创公司

投资了这个项目。

1 月 9 日，眉县淮海钠电新能

源微车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个总投

资 15 亿元的大项目，也是在周云南

的牵线介绍下，江苏淮海控股集团

建设的。

去年初，周云南和副会长赵志

祥引荐中核汇能有限公司来宝鸡

投资，多次陪同该公司负责人赴千

阳、陇县、麟游等地考察，与当地政

府部门对接洽谈，先后落地建设了

总投资 12.26 亿元的陇县 100MW

农牧互补光伏项目和总投资 1 亿元

的麟游 1kV 及以下电线电缆生产

线项目。

去年 9 月，在苏陕协作徐宝工

作组组长、宝鸡市政府副秘书长蒋秀

涛和周云南的对接下，“‘苏陕协作走

深走实’智库调研全媒体行动系列暨

江苏医药名企陕西行”活动走进扶风

县，来自江苏的 23家医药企业负责

人、经理人、投资人，以及新华日报社

新华传媒智库专家、融媒体记者团队

一行，实地考察调研了扶风工业园区

和扶风新兴产业园区的医药企业及

项目。在活动中，苏州普朗特尔干细

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扶风工业园

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与扶

风县卫健局分别达成合作意向，并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22 年，宝鸡市江苏商会在市

招商局的指导帮助下，直接或间接

引进高质量招商引资项目近 10 个，

涵盖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文旅康养

等产业，涉及投资额 84.46 亿元。

在脱贫攻坚中，宝鸡市江苏商

会定点帮扶太白县桃川镇路平沟

村，他们资助村里发展养蜂等产业，

帮助 24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帮助 24

户生活困难户改善生活。时任会长

胡习付在与路平沟村签约当天，个

人拿出 2.5 万元捐给村里，他曾获

得“投资宝鸡经济建设十大风云人

物”荣誉称号。2016 年 5 月，商会向

凤翔的孤儿院捐赠了 5000 元现金

和价值 5000 元的生活用品；11 月，

商会又给麟游县 10 户残疾人贫困

户捐赠了 1万元。

巍巍秦岭是我国的中央水塔，

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在秦岭腹地凤县，周云南

投资了两个污水处理厂助力环境

保护，同时又在千阳和陇县各建了

一座污水处理厂，助力乡村振兴。近

年来，周云南先后向陇县、凤县的贫

困生捐款 3 万元，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给陇县一个贫困村捐资 2万元；

给千阳敬老院捐赠 250 台唱戏机。

2020 年 7 月，周云南经营的宝鸡思

圣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向宝鸡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捐资 10 万元，他本人被

聘为基金会第一届理事。2022 年

10 月，周云南了解到凤县医院救护

车辆不足，主动给凤县捐赠了一辆

负压救护车，很快就在疫情防控、急

诊急救中派上了用场。

截至目前，宝鸡市江苏商会有

会员企业 148 家，先后在宝鸡投资

120 多亿元，提供了 6000 多个就业

岗位，累计捐助善款 900 多万元。会

员企业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开发、

工程建筑、电子配件加工、消防、餐

饮、电缆等二十余个产业，组建了两

个行业产业链共同体，服务于宝鸡

经济社会建设。

奉 献  合奏一曲

大爱无疆的赞歌
在宝鸡市江苏商会，有一部 19

分钟的专题片，不仅让会员感到骄

傲自豪，也让所有来访的领导和朋

友震撼，这是商会秘书处耗时 3 个

月，到会员企业拍摄了上万个镜头

精心制作的。人们在这部专题片里

看到，宝鸡市江苏商会是一个有大

爱的社会组织，会员们互相关爱，热

心慈善公益事业，积极回馈社会，体

现着新时代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

商会成立初期，没有一处像样

的办公场所，第四任会长胡习付自

掏腰包，拿出500万元建起一个多功

能办公场所，配齐办公设施，免费让

商会办公。常务副会长江国栋看到

新办公区缺少活动器材，就买了一

张“红双喜”牌乒乓球桌捐给商会。

2008 年，江苏青年殷健在引渭

渠救人光荣牺牲，他的事迹一直在

宝鸡流传。2016年，商会得到消息，

殷健的父亲殷亚聚身患重病无力

医治，会员们纷纷给秘书处打电话

要求捐助，第二天秘书处就将收到

的 1.5 万元善款汇给了殷亚聚。当

年 6 月，殷亚聚专程来到宝鸡，向

商会的老乡们道谢。商会热情接待

了殷亚聚，副会长谢加明安排老人

免费住在自己经营的如意酒店，殷

亚聚返回时，商会又资助了他 1000

元路费。

2016 年中秋节前夕，商会秘书

处在走访会员企业时了解到，副会

长胡传海的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

交会费都有困难。商会决定购买他

经营的一部分产品，帮他解了燃眉

之急。会员罗虎斌经营着一家农产

品企业，节前收了一万多枚土鸡蛋，

还有60箱没卖掉，当时正值阴雨天，

担心鸡蛋放坏，罗虎斌非常着急。得

知情况后，副会长黄玉英一口应承

全部收下，罗虎斌十分感谢，连说还

是商会好啊。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宝

鸡市江苏商会勇于担当，发挥了重

要作用。2020 年疫情刚刚暴发时，

宝鸡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奇缺，商会

立即发动会员联系江苏的企业，购

买防疫物资支援宝鸡抗疫。

2022 年 3 月，宝鸡遭遇新的疫

情，短短一周时间，商会就组织了 6

次捐赠活动，向社会捐赠了价值 140

多万元的防疫物资。常务副会长吴

其华先后 4 次捐出价值 17 万元的

物资，支援陈仓区防疫。副会长朱子

锐先后为眉县、金台医院捐助价值

18 万元的防疫物资。商会理事单位

慧芳公益发展中心，从“西部阳光基

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

等处筹措了近 100 万元的防护服、

口罩等物资，分发给金台、渭滨、高

新、陈仓、眉县、凤翔、千阳、陇县的

社区和街道，用于阻击疫情。黄玉英

是秦淮舫的负责人，她和丈夫连续

十多天免费给渭滨区防疫一线人员

送去价值十多万元的快餐。商会监

事长谢加明给中铁十一局在宝项目

部捐赠了价值两万元的生活物资，

确保疫情期间项目建设不停工。

副会长李洪兵、冯建才利用自

己的医疗资源，免费为会员提供体

检、保健治疗等服务。副会长王卫国

是洋河酒总代理，刚到宝鸡时，人生

地不熟，业务开展困难，商会发动

会员帮他推销产品，迅速打开了局

面……同舟共济，互帮互助，15 年

来，宝鸡市江苏商会每一位会员都

感受到家的温暖，也都自觉自愿为

商会和其他会员奉献着爱心。

回首过去，岁月如歌，我们为之

欢欣鼓舞；展望未来，虽任重道远，

但前程似锦。宝鸡市江苏商会将继

续遵循“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

兴会、创新强会”宗旨，带领江苏籍

企业家及民间人士，坚持讲政治、树

正气、走正道、弘扬正能量，为绵延

百年的苏商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努力推进并实现民营企业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在

“第二故乡”再创新辉煌。

—— 宝鸡市江苏商会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纪实
刁江岭

全国四好商会是怎样         的？在众多社会组织中，宝鸡

市江苏商会是一个标杆。成

立 15 年来，商会旗帜鲜明地

讲政治，努力做好企业与政

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纽带，成为广大江苏籍企业

和民间人士的“遮雨伞”“主

心骨”和“温馨家园”，商会自

身也得到快速成长和蓬勃发

展，2021 年被全国工商联

表彰为“班子建设好、团结教

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

好”的全国“四好”商会。

商会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表彰一批先进。 （资料照片）

周云南会长在招商引资会上介绍相关情况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公园。 商会领导在会员企业考察  （资料照片）

宝鸡市江苏商会被表彰为全国“四好”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