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姓名 单位 论文名称 奖项

1 张媛利 中国黄金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以思想“破冰” 引领改革“突围”——以中国黄金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在深化改革中持续释放思政力量为例

一等奖

2 毛俊金  徐怀 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助力企业高效发展 一等奖

3
田金刚  刘茜

杨健伊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践行两个“一以贯之”推动国有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创效 一等奖

4 李洪伟 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实践与探索 一等奖

5 王仁杰 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 浅谈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等奖

6 宋健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代国有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思路与方法研究 一等奖

7
天鑫洋金业党总支

办公室
天鑫洋金业 学党史鉴往知来 抓党建行稳致远 一等奖

8 王彩霞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矿业事业部 新形势下政工干部如何做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一等奖

9 刘学刚 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 浅议如何发挥党的领导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核心作用 一等奖

10 孙振鹏 福建省政和县源鑫矿业有限公司 浅谈在新发展阶段下黄金矿山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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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宝生  帅涛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工匠文化育人载体谫论 一等奖

12 胡玉靖 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三心三力”为抓手  提升海外党建工作新格局——以山东黄金集团
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例

一等奖

13 周霞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浅析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一等奖

14 张珂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创新 一等奖

15 王美娟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新时代党建创新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一等奖

16 刘晓亭 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 玲珑金矿红色基因凝聚山东黄金人的初心使命 一等奖

17 王锦魁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夯实廉洁文化根基  护航黄金产业发展 一等奖

18 张斌 青岛金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筑牢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 一等奖

19 陈建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数字化转型东风  助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等奖

20 崔宝伟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标本兼治巩固廉洁阵地  筑牢国有企业“三不”防线 一等奖

21 卢山 内蒙古山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浅谈纪检监察工作如何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一等奖

22 张华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以党的建设推动地勘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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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黎先燕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党建“三鑫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24 王江南 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 习近平 “教育扶贫观”在中国黄金的实践与研究 一等奖

25 李新英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高质量党建助推恒邦高质量发展——恒邦股份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的探索实践

一等奖

26 邹立军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如何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永葆黄金本色 一等奖

1 张宝生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基于“大道合行”的金院管理文化建设 二等奖

2
王滨江  刘全春

李京超
锡林郭勒盟山金白音呼布矿业有限公司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二等奖

3 李振涛 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
砥砺前行践初心  牢记使命勇担当--凝心聚力抓党建工作夯实企业发展
政治根基

二等奖

4
王京涛  李平良

程小菲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黄金地勘公司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5 孟凡苗 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 浅谈新时代国有企业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等奖

6 朱小燕 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 抓牢“五个过硬”构建国有企业良好政治生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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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明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十四五”战略背景下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和思考 二等奖

8 郭钊江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浅议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的“三字经” 二等奖

9 王敏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党百年之际对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进一步思考与建议 二等奖

10 刘颖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新时代下地勘单位党建工作解读 二等奖

11 郭晓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文化要与企业管理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 二等奖

12
李平良  王京涛

刘颖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二等奖

13
孙祥彪  刘凯

孙洪涛
沂南金矿铜井分矿党支部 国有生产企业支部党建工作方法研究 二等奖

14 申弘扬 内蒙古山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浅谈基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企业新媒体管理机制 二等奖

15 李宣甫  宋雪 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双引双推”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与成果 二等奖

16 欧文然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如何做好新时代国企宣传思想工作 二等奖

17 郑卜花  穆举海 山东黄金矿业（沂南）有限公司
着力提升组织力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党委提升基层组
织力探索

二等奖

18 王绍芳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全面加强党建引领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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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邹立军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宣传工作的几点思考 二等奖

20 黎先燕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三实”引领三鑫高质量发展 二等奖

21 刘兴洁 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 推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研究 二等奖

22 曾俊福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全面打赢“十三五”转型攻坚
高质量发展收官之战

二等奖

23 狄纪忠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浅谈企业文化落地的方法与路径——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二等奖

24
张平顺  郑少华

孙明媚
山东黄金矿业(莱西）有限公司 “1+3+X”红色引擎 助力公司生产经营 二等奖

25 高玉杰  孙宾 西和县中宝矿业有限公司
坚持市场导向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以新理念开创“十四五”发展新局面
——西和中宝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二等奖

26
程小菲  王京涛

李坤玉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浅谈地勘单位改革中如何做好共青团工作 二等奖

27 方艳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让党建工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践与探索 二等奖

28 张青丽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锻造民族之魂，坚定文化自信，缔造黄金文化 二等奖

29 张岩峰 山东金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3”国企党建引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二等奖

30 杨真燕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对新时期做好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的现实思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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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芳 山东黄金集团烟台矿业事业部 论意识形态工作在国企发展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等奖

32 林惠玉  于永洋 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
增强廉洁履职能力 培育风清气正生态——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全面
从严治党调查

二等奖

1 苏方剑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矿业事业部
加强党的建设  筑牢信念根基  全力谱写党建融入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三等奖

2 张社虎 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 通过实例解析企业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三等奖

3 韩磊  刘永梅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三等奖

4 秦良水 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 六个常态化推进纪检工作  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等奖

5 王江南 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 新格局下，中国黄金发展战略的研究 三等奖

6 李晓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论新形势下企业职工思想状况的变化与正向引导 三等奖

7 肖雯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守正创新  砥砺奋进  发挥好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对“十四五”发展的
坚强保障作用

三等奖

8 刘晓龙 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
玲珑“红色基因”中的“长征精神”——浅谈“长征精神”在玲珑金矿
的实践与应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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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萍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以家风建设促进企业发展——恒邦股份工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尝试

三等奖

10 邱凤珍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发展信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实践与探索 三等奖

11
刘茜  田金刚

杨健伊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充分发挥团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三等奖

12 宋健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聚焦“十大民心工程”建设，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等奖

13 崔东升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三等奖

14 曾俊福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等奖

15 于泽涛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创建“矩阵式”支部工作法 打造过硬基层党支部 三等奖

16 万玮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浅谈国有企业过硬党支部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三等奖

17 张宝生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科学体系及意义 三等奖

18 修京卫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政治引领促融合，准确定位谋发展——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如何促进生产
经营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三等奖

19 李航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谈ERP系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等奖

20 李梓源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为例，浅析开展“提高执行力、转变
工作作风、筑牢十四五根基”调研活动在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
要意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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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季伟磊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三山岛金矿 新形势下企业工会政工工作的创新思考 三等奖

22
张润平  曾俊福

张亮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要筑牢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石 三等奖

23 石燕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浅谈新形势下在团员青年中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和措施 三等奖

24 郑平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浅谈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三等奖

25
王艳凤  符永际

王满桂
湖南东安红星冶炼有限公司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以公司培育员工文化自觉、自信、自律
为目标

三等奖

26 刘秋月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企业发展青年党员的思考 三等奖

27 黄海明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如何在赤峰柴矿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中科学融入党建工作 三等奖

28 李新英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在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

三等奖

29
姜宏锋  苑兴伟

史岩
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推进企业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三等奖

30 彭世建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为例，浅谈矿山企业如何推进“学习
型组织建设”

三等奖

31 梁秉政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浅谈如何做好企业基层党建思想宣传工作 三等奖

32 刘国凤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关怀理念”在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的实
践与思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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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青丽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文化内涵聚魂，文化外延聚力——论文化在民族振兴和企业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性

三等奖

34 陈明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形势冲击下职工思想观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思路 三等奖

35 谭国春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立足本职岗位 发挥党员先锋引领作用——论党建工作在柴胡栏子金矿
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等奖

1 刘纯庆 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 一瓶二锅头 鼓励奖

2 张青丽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浅析建设企业文化的要点 鼓励奖

3 杨新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浅谈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鼓励奖

4 曹玉明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浅谈巡视巡察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意义 鼓励奖

5 潘春娟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以“厚德”文化激扬发展新优势 鼓励奖

6 王鑫 广西黄金桂林物资有限公司 百年而过，行过万里路——写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际 鼓励奖

7 王江南 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 多变局势下的黄金对策研究 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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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萍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党建引领、素质提升，让员工有信仰有作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
司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探索

鼓励奖

9 王鑫 广西黄金桂林物资有限公司 不忘来时路 筑牢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鼓励奖

10 马玉均 凤山县宏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我的黄金工作30年 鼓励奖

11 何厚民 贺州市金琪矿业有限公司 《奋斗百年路 • 启航新征程》浅感 鼓励奖

12 王芳 山东黄金集团烟台矿业事业部 浅谈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鼓励奖

13 陈博静 潼关中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学党史 悟初心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鼓励奖

14 王鑫 广西黄金桂林物资有限公司 回望初心，加油、努力，再长征! 鼓励奖

15 唐沂伟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强党性 守规矩 履职尽责善作为 不辱使命勇担当 鼓励奖

16 孙哲  樊华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不忘初心 不负芳华 鼓励奖

17 郑平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党员干部要打破“本领恐慌” 鼓励奖

18 唐振江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党的历史责任和担当 鼓励奖

19 张青丽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奉献精神，再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至高风尚 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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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肖婉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党员的定义 鼓励奖

21 方艳 山东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浅谈开展情景模拟式教学 夯实基层党务干部基本功的重要性 鼓励奖

22 陈丙辉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浅轮新形势下非煤矿山企业基层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 鼓励奖

23 张涛 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旗帜鲜明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 鼓励奖

24 苏日古嘎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增强培训有效性 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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