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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中智上海党委召开外企二总支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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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上海党委召开党总支书记会议
2014 年 1 月 15 日晚，中智上海党委召开外企党总支书记工作会议，党委副书记郭平主持会
议，十一个外企党总支的书记、副书记近 30 人参加会议。会议还邀请了上海市国资委党校吴志
洁教授、陈世瑞博士等党建理论专家参加。
郭书记向大家介绍了过去的一年中四个外企党总支班子调整的情况。针对外企党员流动快的
实际情况，总支书记、副书记的职位调整今后将基于如下原因：工作离职、变动；或其它方面发
生变动后造成不能胜任等。同时，郭书记提议，今后在外企将设名誉党
总支书记。
郭书记还就党委最近正在拟订的中智上海党委党费收缴激励方
案（草案）进行了解读。
会议部署了 2014 年外企党总支的工作内容，并初步确定 2 月底
召开一次总支书记参加的党建研讨会。
在会上，党委还为一月份过生日的六位党总支书记、副书
记集体庆祝生日。

中智外企张江联合党支部
党费收缴介绍---经验和探索
背景介绍：
中智张江联合党支部是由 39 家企业的 58 名党员组成。2013 年度党费收缴
工作从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结束，前后历时 1 个月时间。由于党支
部下辖企业众多，党员分散，造成收缴党费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
困难有以下几点：1，党员所在企业不同。大部分党员所在企业就其个人在
我们支部。这对前期联系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工作量也较大。2，党员分
布地理范围广。主要分布在张江、金桥、陆家嘴、市区范围内。这对上门
收缴党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工作量也巨大。3，由于党员分散，过去党组
织难以组织活动；就算组织活动，党员参与也很不积极。长此以往，造成
党组织不能及时了解党员情况，党员也对所在党组织缺乏归属感。有些党
员离职后也不通知党组织；更有甚者，离职和更换联系方式后也不通知，
造成党组织再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这就对日后开展工作和活动都带来巨
大困难。4，党员对党组织缺乏归属感，对应按时交纳的党费也不重视，造
成很多党员好几年都未交党费。为了重树其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并积极配
合党组织这次工作，我们前期也做了很多工作。5，由于党员对所在党支部
不了解，加之近期社会电信诈骗频发。对收缴党费工作也造成了一定困
难。需要做更多前期准备和沟通工作。6，张江联合支部下辖党员大多数都
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较忙，出差较多。经过前期大量工作 ，大部分人在
同意交纳党费的前提下，想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既方便又快捷的完成交
纳党费的工作。出于全局考虑，银行转账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个
建议被否决。最后支部决定上门收缴。7，开展上门收缴党费的时间都选择
在工作日中午到下午的一段时间，一般为中午 11：30 到下午 14：30，这主
要是为了方便党员，但这占用了上门收取党费同志的工作时间及午餐时
间。这也对收缴党费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党费收缴过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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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每位党员取得联系，获取最新且第一手资料，为后续工作做
好铺垫。
2、11 月 15 日，支部书记获得中智上海党委开具的《党费代收
代缴授权书》。
3、11 月下旬，进一步优化及更新党员信息汇总表，完成《第
2013 年 11 月期》。
4、12 月 11 日，把统计的《党员信息汇总表》发给党委办公室
刘健，让其帮忙从系统里统计出每位党员上次缴纳党费的有效
期。进而算出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每位党员应缴的党费数额。
5、有了以上信息，撰写《张江联合支部 2013 年度党费收缴通知
书》，发邮件给每一位党员。邮件中还附上《授权书》和每位党
员应缴的党费的统计表，以便党员查看。
6、通过邮件和电话与党员保持沟通。如党员发现统计表中的应
缴党费与自己的有出入，这时应与党委办公室沟通，找出原因。
7、发出邮件一周后未回复邮件或电话的党员，主动与其取得联
系，沟通收取党费事宜。
8、12 月 13 日，综合实际情况及中智上海党委意见，决定采用
上门收取党费的方式。
9、与同意交纳党费的党员联系，确定上门收缴党费的时间和地
点，分批次进行收缴。
10、收缴党费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有：
1）做一张《党费收缴清单》，列出党员姓名、公司名称、联系
电话、邮箱地址、上次党费缴纳截止日期、本次应缴党费、收缴
地址、是否收取、收缴后签字栏。
2）事先写好收据，书记签好字，交款后直接给到党员。
3） 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收缴党费的开车路线安排及先后顺
序。
11、以天为单位，每次收缴完成后，回去更新《党费收缴清
单》，统计当天收取的钱款是否与《清单》上相同。
12、党费收缴全部完成后，统计收据本上的应缴钱款是否与《清
单》上相同。全部吻合后，即说明统计无误，本次党费收缴任务
顺利完成。

1、从 2013 年 7 月下旬-8 月下旬，完成了支部下辖每位党员个人信息汇总
工作，完成了《张江联合支部党员信息汇总表----第 2013 年 8 月期》。期

2014 年 1 月 20 日中午，中智上海党委召集外企第二党总支开
了一个工作短会。党委副书记郭平同志主持会议，二总支书记王路
茜、总支副书记及支部书记等 12 位同志参加了会议。
郭书记代表党委对即将离职的王路茜同志表示欢送；并对王路
茜同志自 2005 年以来对外企党建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会议就外企
第二党总支在 2014 年的班子调整、组织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
论。郭书记向与会者介绍了党委近期正在研究拟订的中智上海党委
党费收缴激励方案（草案）。右图是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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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 9 篇，占 3%
党员生活 40
篇，占 13%

专题专栏 9 篇，占 3%
各类简报 87 篇，
占 28%

学习交流 162 篇
占 53%

《中智先锋快讯》周刊在过去的一年（2013 年）
中，共出版发行了 47 期。经过统计，共发表各类简报、
学习交流、党员生活、慈善公益、和专题专栏文章 307
篇。统计数据（左图）表明，学习交流文章共 162 篇，占
总数的 53%。
以总支为单位统计的文章发表数：六总支/摩根总支
（36 篇）、思科总支（27 篇）、三总支（25 篇）、一总
支（19 篇）、五总支（14 篇）、四总支（12 篇）、印孚
总支（12 篇）等 7 个外企党总支名列榜首。

除党委的数据（32%）外，占发表文章总
数百分比第一的是中智上海公司直属各党支部合
计数目。统计表明，在 2013 年中，中智公司内部
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发表各类文章 42
篇。中智建汇一支部 19 篇、中智建汇二支部 17 篇、中智
港汇支部和外分中心支部各为 3 篇。
从党员个人发表的文章篇数的统计表明：在 2013
年，在《中智先锋快讯》发表文章的多产作者是：陈喆
（三总支）9 篇，罗立（六总支/摩根总支）7 篇，王春明
（三总支）6 篇，张骏（思科总支）5 篇，王湖皎（思科
总支）4 篇，范成高（通用总支）4 篇，潘叶（建汇二支
部）4 篇，陈聪（七总支）4 篇，曹玮琼（一总支）4 篇，
沙启睿（建汇一支部）3 篇，徐文婷（三总支）3 篇，
龚炯（四总支）3 篇。
中智上海党委对于上述 7 个外企党总支、4 个本部
党支部等党组织、和 12 位个人在 2013 年《中智先锋快
讯》的宣传报道中所作出的贡献将予以表彰。并且，党委近期将向获奖的党组织和个人颁发精美的纪念
品。
《中智先锋快讯》创刊于 2009 年底，是为凝聚和服务于全体中智上海的党员群众；宣传和学习党
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交流探索创新型党组织的经验而建立的平台；配合面对数以千计党员的党务工
作等方面而设计、萌芽、成长起来的电子刊物，是弘扬中智公司文化、投身外企党建实践、创立中智外
企党建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 2013 年《中智先锋快讯》发表的文章数量、质量的回顾，可以看到广大党员把《快讯》当作自
己的贴心读物，究其原因是刊登的内容与己相关，故受众面广；大家又把《快讯》作为党组织活动和个
人成长活动的思路记录，所以贴近真实生活、贴近读者、贴近时代热点的原创稿件特别多。
在新的一年，《中智先锋快讯》仍将坚持为数以千计的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服务的宗旨；坚持
立足在短、频、快的现代化图文并茂电子刊物的特点上，每周出一期。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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