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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党建引领发展
——贵州市场监管部门全力抓好“小个专”党建工作

高艳飞

做好“小个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
场） 党建工作，是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如何利用
好贵州红色资源优势，引导全省“小个专”经济组织传
承红色基因、挖掘发展潜力、激发发展动能、履行社会
责任、助推全面发展，是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使命
之一。

近年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关于
非公党建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把加强“小个专”党
建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强统筹谋划，压实责
任体系，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创新发展，全省“小个
专”党建工作跃上了新台阶，推动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高质量发展。

星光不负赶路人，岁月不负逐梦人！
截至目前，全省“小个专”已成立党组织 4962 个，其

中 ，党 委 10 个 ，党 总 支 11 个 ，党 支 部 4941 个 ，有 党 员
19787名。

一连串数据的背后，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辛勤努
力与付出。

在抓“小个专”党建工作中，贵州省市
场监管局党组始终高站位谋划、高起点推
动、高标准落实，坚持把加强“小个专”党建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纳入本单位
重要工作内容和重要日程，牢固树立抓好
是本职、抓不好是失职、不抓是渎职的理
念，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强化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高标准
高质量落实好“小个专”党建工作任务。

深化学习强指导。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配合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的通知》和全
国市场监管系统“小个专”党建工作会议精
神、《中共贵州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和全
国市场监管系统“小个专”党建工作会议、全
省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部署
会暨市(州)工委书记述职会议精神，坚持做
到学深悟透，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同时，向
全 省 市 场 监 管 系 统 印 发《省 市 场 监 管 局
2020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

工作要点》，积极开展“小个专”党建工作培
训，邀请省委组织部领导和党建理论专家讲
解抓“小个专”党建工作的重点和方法，进一
步提升“小个专”党建工作人员的能力素养。

健全机制增活力。成立省市县三级市
场监管部门“小个专”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由
市场监管部门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
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职能处
（科）室和相关业务处（科）室具体抓落实，形
成领导亲为、上下联动、部门齐抓的全系统
一盘棋的工作机制。建立“小个专”党建工
作联系点制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班子成员
确定 1至 2家“小个专”党组织作为党建联系
点，班子成员分管处（科）室支部书记为联络
员，班子成员每年赴联系点开展 1次调研，与
联系单位负责人、管理层谈心交流 1次，为联
系单位党员上党课或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1次
以上，并结合市场监管职能加强对联系点党
建工作和经营活动的指导和帮扶，帮助解决
党建工作和经营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

摸清底数谋发展。印发 《省市场监管
局关于开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

党建情况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组织全系
统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通过问卷调查、
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现场调研等方式开
展“小个专”党建情况调查摸底工作，并
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进行分类统计和定
量分析，着力为加强“小个专”党建提供
基础数据和决策参考。

聚焦职能抓落实。贵州省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在党委组织部门的统筹指导下，立
足实际，指导“小个专”采取单独建、联
合建、挂靠建等方式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运用充分贴近市场
主体的优势，结合开展登记注册、年报、
抽查、检查等业务工作，在服务市场主体
的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小个专”党员
数量和党建工作情况，建立“小个专”党
建工作基础档案，逐步建立健全常态化摸
排、动态化组建、规范化提升工作机制，
全面提高“小个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覆盖质量；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党建信
息、市场主体信息间的比对，依托数据信
息及时跟进指导建立党组织，逐步消除党

组织覆盖的“盲区”和“空白点”。2018年
以来，贵州省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小个
专”新建 91个党组织。其中，小微企业新
建党支部 66 个，个体工商户新建党支部 7
个，专业市场新建党支部 18个。

此外，积极要求和指导各级个体私营
企业协会发挥与“小个专”经济组织联系紧
密的优势，配合抓好“小个专”党建工作，
并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不留空白”
的原则，引导“小个专”通过挂靠个私协
会、市场监管部门成立非公经济党委统一管
理等方式建立党组织，全力推进党的组织和
党的工作“两覆盖”。据调查摸底统计，目
前全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系统成立有党委2
个，党总支5个，党支部54个，有党员879
名，预备党员21名，入党积极分子57名。

提高站位强举措，履职尽责谋发展！
在开展“小个专”党建工作的过程中，贵

州省市场监管部门在注重高位统筹的同时，
始终坚持以强烈的担当、精准的措施、过硬
的作风抓实抓细抓落地，为“小个专”党
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心谋划促发展 细化措施抓落实

党建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党建抓得
好，人心就齐，人心齐则干劲足，干劲足则事业兴。

近年来，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积极组织
指导“小个专”开展各类党建活动，努力实现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共赢。

指导党建联系点满帮集团结合货车互
联网物流公司实际，推进“一中心”+“三
朵云”+“一保障”活动。“一中心”，是以
集团党委为一个中心，延伸党组织触角，

设置“党员示范岗”，打造党员示范车；
“三朵云”，是依托“红色方向盘”党建云
平台、云支部、云学习这“三朵云”，把党
组织活动放在“云”上、走在车轮上；“一
保障”，即建立党员关爱基金池。

指导党建联系单位贵阳济仁堂药业有
限公司党支部 16名党员到遵义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教育培训中心及贵州省个体劳动
者协会、贵州省私营企业协会非公党建和

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开展“铭记党史，不忘
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指导党建联系点遵义市红花岗区个体
劳动者协会党委深入开展“亮身份、亮职
责、亮承诺”（以下简称“三亮”） 活动，
红花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党委为有经营门
店的 110 名个体党员制作悬挂“三亮三比”
党员示范岗牌匾，使个体党员在广大经营
户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指导铜仁市碧江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诚信个体
工商户”活动，为全区 30名党员经营户悬
挂“共产党员示范岗”牌匾，为 100 名诚
信个体工商户悬挂“示范店”牌匾……

炽热红心永向党，不忘初心颂党恩。
一项项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更加增

添了党旗在“小个专”群体中的分量以及对
党的崇敬和信仰。

创新活动增动力 党旗飘扬聚人心

百花齐放，各吐芬芳！
在推进“小个专”党建工作中，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
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性抓好“小个专”党
建工作落实。

毕节市市场监管局将“小个专”非公党
建纳入到市场监管部门日常对非公企业检
查、调研时的指定内容，纳入到“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事项中，引导企业如实填报党建
工作情况，夯实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基
础，完善组织体系建设，规范党建工作管理；
指导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做
好党员发展工作，培育新生力量，把符合
党员条件的优秀员工吸收到党内来，努力
提升“两个覆盖”工作质量。

截至目前，毕节市小微企业、专业市
场建有党组织492个，党员2424人。

遵义市场监管局以党建工作为引领，
充分发挥团结带领、教育管理、引导发

展、强化服务等政治功能，着力破解非公
党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推
进非公党建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坚持按照

“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原则，根据个协会
员的分布情况和经营情况，分区域设置党
支部和成立党小组，形成了总支、支部、
党小组三级工作网络，党的组织和党的工
作覆盖个体工商户；将有事业心、责任感
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个体户党员选举到书
记岗位上来。

截至目前，遵义市共有小微企业党支
部 19 个，党员 262 人；个体工商户党支部
11个，党员 354 人；专业市场党支部 9 个，
党员80人。

黔东南自治州市场监管局以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比较集中的商务楼宇、集贸
市场、商贸区、工业园区为重点，通过采
取单独建、联合建等形式，指导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建立商圈党组织；以商

圈、非公企业、个私协会等为切入点，围
绕“守法经营、放心消费”主题，着重从

“党建引领、诚信建设、消费维权、职业道
德”四个方面下功夫，组织倡议开展“小
个专”非公党建及“红色文化示范街”“党
员先锋模范岗”的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黔东南自治州共有“小个
专”党组织688个，党员 1674人。

黔西南自治州市场监管局以有效扩大
“两个覆盖”为目标，按照“应建尽建”原
则，在符合条件的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
对于党员人数不足 3 人，或尚未发展党员
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企业，整合有关职
能部门，依托各类园区、商务楼宇等，通
过联合组建区域性、行业性党组织或选派
党建指导员等形式，有效推动非公企业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

截至目前，黔西南自治州共有“小个
专”党组织 410个，其中，党委 3个，党总

支2个，党支部405个。
安顺市市场监管局在市委组织部的领

导下，通过百名“三委员”服务百家非公
企业活动，充分发挥“红盾委员”作用，
着力解决民营经济实际困难，促进机关党
建和非公党建深度融合，营造“亲清”政
商关系。

铜仁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推进个体
私营企业协会和个体工商户党建工作。市
级成立“铜仁市个体工商户联合党委”，在个
体工商户党组织相对聚集的印江自治县、沿
河 自 治 县 分 别 成 立“ 个 体 工 商 户 联 合 党
委”。目前，推动组建了“碧江区万丰建材市
场党支部”等区域性行业性党组织7个。

……
满园春色竞妍开，为有源头活水来！
回顾来时路，正是由于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的用心付出，贵州“小个专”党建工
作才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枝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新征程上，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将继续配合省委组织部门把
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活动开展与推动建设、营造氛围与促进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职能的优势作用，努力使“小个专”党
建工作动起来、活起来、亮起来——

注重榜样引领。用好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小个
专”党组织及党员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贯
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推
进“小个专”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非公企业
党组织建设水平；加强指导，进一步发挥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抓

“小个专”党建工作主力军作用，全面推动贵州省非公党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

探索完善机制。在党委组织部门的指导和总体部署下，结合
职能职责，主动认领工作任务，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联系点、指导
员、检查考核等相关工作机制及制度，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探索
建立“小个专”党建工作服务平台，完善“小个专”党建数据库，在
企业年报公示系统中增加如实填报党建信息提示内容，引导企业
如实填报党建工作情况，并纳入企业年报公示信息“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内容，确保“小个专”党建信息完善、数据真实。

持续推进“两个覆盖”。指导各级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发挥党
建示范引领和党建孵化作用，提升协会对企业党建工作指导能
力，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面，补齐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短板；以“小个专”党建为平台，配合党委组织部门指导

“小个专”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
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突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
引领，教育引导“小个专”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咬定青山不放松
赓续奋斗创辉煌

中共凯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委员会开展“祭先烈、学党
史、悟思想”清明主题教育活动。

贵州省市场监管系统 2020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培训现场。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党员到红色教育基
地——猴场会议纪念馆参观学习。

2020 年 6 月 28 日，遵义市大刚交通运输 （集团） 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娄山关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