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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汪戎（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李乔宇

今年 6 月，中信出版集团副总
编辑、中信书院总经理蒋蕾入党满
10年。

在这 10年中，蒋蕾见证了出版
行业的快速变化、见证了中信出版
集团的快速发展，也亲手打造了多
本畅销书。

蒋蕾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著
名企业家王石首次合作的经历。

在王石的传记《道路与梦想》出
版前，蒋蕾曾带领团队与他深入讨
论内容、流程、宣传要点和活动配
合。彼时，王石还奋斗在工作一线，
他嘱咐蒋蕾团队，“你们要催着我

啊，给我明确的时间节点，我一定按
时完成”。此后，王石如约每天保证
4小时以上的写作时长，《道路与梦
想》赶在当年的图书订货会前顺利
出版。王石将中信出版社评价为最
值得信任的出版社。在《道路与梦
想》出版 10 年后，王石再次选择与
中信出版社合作新书《大道当然》。

卓越的成绩为蒋蕾团队带来了
很多荣誉。她所带领的编辑团队先
后获得中信集团女职工文明示范
岗、第三届全国金融系统学习型组
织标兵班组、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状、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等殊荣。

“我觉得团队的培养很重要，我
在公司党委的指导下打造了一支政

治坚定、业务精湛的编辑、出版队
伍，形成了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团
队文化。”蒋蕾谈道。

蒋蕾也见证了出版行业的数字
化变革。在2016年、2017年前后，随
着互联网环境和技术的发展，“有声
阅读”成为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

“知识付费”的概念也逐渐被用户所
接受。

放眼当下，数字出版、知识付费
行业的新兴互联网公司屡屡站上风
口。作为传统出版企业，中信出版社
早在2017年开始着手布局转型。“我
在 2017 年初领衔组建中信书院团
队，希望能抓住出版业互联网转型和
知识付费风口的机遇。”蒋蕾回忆说。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公开资
料显示，中信书院App于2017年7月

份正式上线，完成了中信书院基本
的技术开发和内容积累，会员运营
飞速发展。在中信书院项目上线的
第二年，就实现数字出版销售收入
近亿元。

除了推动传统行业转型，中信
书院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在
中信集团党委和中信出版集团党委
的指导下，中信书院自觉扛起新形
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任
务，充分利用集团内容优势和平台
移动互联网优势，取得了一定成
效。”蒋蕾告诉记者。

在了解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支部工作App”需要党建学习内容
的需求后，蒋蕾积极推进了中信书
院和“支部工作App”的合作，一方面
由书院技术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另

一方面为“支部工作App”建设“新时
代书院”学习频道，特别定制了“读
懂中国改革”、“中国与世界”、“个
人工作能力提升指南”、“以史为鉴”
等专题栏目，为中央与国家机关工
委95个部委提供了高效优质的互联
网党建学习服务。

“出版行业是一个给人以教化，
教人以高尚，育人以无私的崇高事
业。作为出版行业的一名党员，必
须始终拥有坚持对读者负责的社会
责任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蒋
蕾说，“在出版这样一个宣传阵地，
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出版理念，以
出版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平凡的
岗位上坚守初心，不负一名共产党
员的使命和担当。”

中信出版集团:始终坚持对读者负责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本报记者 赵学毅 张 敏

创建于 1902 年的云南白药，是
享誉中外的中华老字号。从 1971
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建厂，到
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并于 2010年
开始实施“新白药、大健康”产业战
略，云南白药紧跟时代脉搏，迸发
出 新 的 活 力 与 生 机 。 2016 年 至
2019年，分两步走完成混合所有制
改革。

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代表企
业，云南白药党组织如何引领企业
创新发展？面对时代召唤、行业变
革，具有红色基因的云南白药如何
再创辉煌？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驱车来
到云南白药总部所在地及生产制造
中心，云南白药集团党委书记、副董
事长汪戎，云南白药集团党群工作
部副部长和玉以及相关党员代表接
受了采访。

不负时代
峥嵘岁月显身手

汪戎向记者介绍，党建引领云
南白药改革发展，党员发挥着重要
带头作用，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引领着公司、行业的发展，并
在关键时刻展现着社会担当。

2013年，云南白药凭借“低纬高
原地区(云南)天然药物资源野外调
查及研究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这一荣誉的背
后，是现任云南白药创新研发总
监、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朱
兆云带领的天然药物资源中心团
队，历经十多年严寒酷暑，转战数
万平方公里，完成天然药物最为丰
富地区的本底调查,其深度和广度
为历届之最。

2020 年，云南白药牙膏市场份
额稳居全国第一，年末市场占有率
达到 22.2%。这也是传统中药通过
产品创新，重塑消费模式的典型样
本。回想起 2005 年从零开始做市
场，公司健康品事业部党总支书记
兼总经理秦皖民仍百感交集：上市
之初，这款牙膏被业界专家贴上“四
不像”“定位不清”等标签。他和团
队成员在调研后，将云南白药牙膏
品牌锁定为一个大健康产品，在已
经是“红海”的牙膏市场，硬是凭借
精准的市场定位、推广策略，将云南
白药牙膏推入“蓝海”。

云南白药气雾剂是公司的拳头
产品。2001年公司率先从德国引入
自动化气雾剂生产线。有一天，这
条气雾剂生产线的机械手臂卡死，

导致生产线停机。“它停机一天,企业
就要损失400多万元。”和玉说，云南
白药第一时间跟德国公司取得联
系，却被告知唯一的办法是把机械
手卸下,空运到德国修复。“别抱任何
幻想，备件使用的是特殊钢材，精密
度高，组装角度刁，你们中国工人根
本干不了。”德国公司在电话里撂下
了这句狠话。机修组组长、党员范
志伟站出来，带领小组队员一头扎
进了工作室，一字一句查英语说明
书、一寸一寸调修工具、一步一步精
确拍照。就这么一边拆一边研究，
反复测绘，找到替代材料，又反复打
磨，最后精准对位，短短一天就完好
修复。“你说中国工人根本干不了，
我们就要干给你看。”范志伟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云
南白药集团及 4个子公司立即被列
入云南省第一、二、三批疫情防控物
资重点保供企业名单。没有生产过
口罩的云南白药，快速完成疫情下
医疗物资保障和新产品、新业务的
布局，最短时间内取得云南省首张
医用防护口罩注册批件，建成4条高
标准口罩生产线，产能达 40 万只/
日。

“快速取得这一成绩的背后，离
不开全体员工，尤其是党员的带头
作用。”和玉说，2020年2月7日凌晨
四点，党员李剑等一行六人从公司
启程到广州跟进口罩设备的出厂。
然而，这家广州设备厂刚取得口罩

线生产资质，没有一台成品口罩设
备正式产出。疫情当前，一分一秒
都不得浪费，李剑选择与时间赛跑，
六人分成2组，24小时轮班组装。连
轴转了 10天后，第一批口罩终于成
功下线。

新模式混改
党建引领企业创新发展

时间回拨至 2016年，云南白药
宣布，在控股股东云南白药控股有
限公司层面，以增资扩股方式实施
混合所有制改革，吸收新华都和江
苏鱼跃 200多亿元民营资本。2019
年 4月，经证监会核准，云南白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当
下，云南白药国有和民营资本并列
两大股东，上市公司平台没有控股
股东。

“反向吸并，整体上市”，这种独
特的混改路径,让云南白药混改备受
关注，并以其彻底性、开创性，被誉
为混改的“白药模式”。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产权关系、经营机制虽然发生了变
化，但企业的社会性质没有变，党对
企业的领导没有变。混合所有制企
业的改革，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
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并取得最终成
功。”汪戎说。

汪戎向记者表示，在云南白药

混合所有制改革启动之初，云南省
委将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推进改革的
重中之重。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
加强对企业党建的领导，云南省国
资委选派两名党员作为国有资本股
东方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经
营决策。“党组织在云南白药混改中
的作用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政
治引领；其二是推动企业做优做强
做大；其三是保障和提升员工的成
长发展。”

“公司努力从根本上把党的领
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统一，在实际
工作中，将市场运作管理模式引入
党群工作日常管理，形成云南白药
管理的一大特色。”汪戎说，“我们坚
持的是经营干部队伍和党员干部队
伍保持一致性。很多管理干部、技
术骨干、业务骨干都是党员。”

据了解，在云南白药管理层，采
取党委与决策层“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的设置，使党的领导夯实到企业
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各个环节。在
组织架构上，把党委领导与公司治
理结构有机融合；在重大决策问题
上，把党委把握全局与董事会重大
决策有机融合；在经营管理上，把党
委推进重大决策与经营层贯彻落实
有机融合；在监督保障上，把党委定
向把关与监事会依法监督有机融
合。

汪戎介绍，在云南白药，党员也
有考核制度，即KPI：量化考核指标，

强化考核措施，注重结果应用，使
党建工作有效融入生产经营管理，
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企业生
产经营管理同频共振、互促提高、
协调发展。“我们的调查显示，公司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得到了全体员工
支持。”

混改后的云南白药市场表现没
有辜负外界的期待。在云南白药博
物馆，记者看到云南白药混改 5 年
来近乎 45°角的业绩增长图。2016
年云南白药的净利润为 29.20亿元，
到 2020 年该指标已经增长至 55.16
亿元。

传承中创新
百年老字号扬帆再出发

翻开云南白药的百年发展史，
在变革中突破，于传承中创新，是其
永葆活力的秘诀。

20世纪初，云南白药的创制人
曲焕章在学习和继承中国的传统医
学知识基础上，博采众长，遍尝上百
种草药，经过多年的反复试制、改进
和验证，创制出对治疗跌打损伤、内
脏出血有奇效的云南白药（百宝
丹）。

2005年，云南白药蝶变，成功打
开了以“药”为本，对健康产品有关
联有边界、多元化拓展的产业格
局。2016年，沿着原有轨道发展良
好的云南白药毅然决然选择混合所
有制改革，旨在推进公司再上新台
阶。

时至 2021年，在顺利完成混改
之后，云南白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的发展为市场所瞩目。作为中华老
字号，云南白药担负着中药现代化
发展的历史和时代重任，同时医药
健康行业的发展新态势，赋予公司
更多期待和挑战。

“未来，云南白药一定不是单一
的制药企业，它将成为领先的医药
健康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除了
长线的布局外，补科技短板是云
南 白 药 未 来 的 重 点 。”汪 戎 向 记
者 介 绍 ，公 司 在 骨 伤 科 、口 腔 与
皮 肤 护 理 等 领 域 的 发 展 必 须 与
现代科技紧密结合。云南白药深
知公司的优势所长，也深知激荡
时代的变化与挑战凸显出企业发
展的短板。

继2020年在三亚市设立云南白
药海南国际中心有限公司后，今年3
月份，云南白药香港公司成立；今年
6月份，云南白药上海国际中心项目
顺利摘牌取得项目用地。“我们希望
通过国际的合作、并购来实现云南
白药的国际化。”汪戎说。

党建引领新模式混改 云南白药扬帆再出发

2021年正值建党 100周年，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蒙牛集团将围绕

“再创一个新蒙牛”战略目标，以更务实的态度，
不断加大创新力度，生产出更多营养、更高品质
的乳制品,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生活需求，更好
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忠实
践行企业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以优
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蒙牛集团党委书记孟凡杰：

务实创新
践行企业责任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
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值此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谨代表天智航及天智航全体
员工，将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党。全体天智航人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关注临床需求，致力于
用智能化的方法重塑骨科手术流程，打造骨科智
能手术平台，帮助医生精准、安全、高效的开展手
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造福患者，为建设“健康
中国”贡献力量。

天智航党支部书记邢玉柱：

不忘初心
助力“健康中国”

经百年风雨，历时代风霜，凝亿万目光，筑千
秋伟业，中国共产党正以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
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有研新材党委将以建党百年为契机，认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贯彻
新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十四五战略目标，以矢
志不渝的昂扬斗志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企
业价值，回馈广大投资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有研新材党委书记、总经理杨海: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