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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内容作为工作重点。多位
街道干部也 “兵分多路”，深
入隶属互联网企业进行走访。
连月来，厦港街道已摸清辖内
在册互联网企业 16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
前，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党支部已升格为党总支。另
外，在厦港街道的推动下，冰
河 （厦门）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银据空间地理信息有限公
司、厦门市超游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诺北斗航科信息
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互联网公司，也纷纷组建
了党支部。

从“陌邻”到“睦邻”，从
“ 被 动 ”到“ 主 动 ”，从“ 观
望 ”到“守 望 ”，“互 联 网 +
党建” 的新模式让众人看到
了党建工作的新方向。厦港街
道的党建工作呈现出百花齐
放的状态。
去年 12月底，厦港街道
党工委书记王一青挂帅互联
网企业党建工作小组，把互联
网企业的党员组织关系、党组
织组建事宜、党支部示范点打

厦港街道与互联网企业
的良好互动，也获得了互联网
企业出资人和合伙人的大力
支持，与街道实现多次互访、
项目对接。
就在今年 1月，厦港街道
率先成立了全市首个互联网青
年创客联合党支部，先后举办
“青年有信仰”
“青年好榜样”
两场青创论坛，形成“青创论
坛”系列讲座品牌。同时，
通过
“三分钟”视频党课、
“身边党
员这样做”等党建品牌，厦港
街道引领优秀互联网企业党组
织、
优秀青年发挥“领头雁”的
作用，筑牢互联网企业党建工

作。其中，
互联网企业创始人卢
捷入选 2018年 “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候选人，成为不少
青年的学习榜样。
接下去，厦港街道将继续
保持创先争优的良好态势，为
下一步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的
不断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根据党员组织关
系排查方法，厦港街道将加强
对纳税所属互联网企业的走
访和指导力度，动员企业“口
袋党员”亮出身份，确保企业
党员信息采集完整、真实，指
导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同时，
委派一名非公党建指导员，专

门对接互联网企业党组织组
建事宜，及时报请区组指导，
做好已建立的党组织成建制
转移和接收工作。
而即将开放的厦港街道
互联网企业青年服务中心，将
寻求新媒体资源与本土资源
相结合，借助线上推广和线下
对接优势，聚集周边高校创业
人群，助推辖区经济文化发
展。这意味着，
“红色引擎”将
切实发挥作用，让“互联网 +
党建” 新模式起到聚资源、促
发展的效果，织造一张 2018
年度街道互联网企业党建工
作“网络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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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兆炉，
“70后”，四三
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小游
戏事业部总监、党总支副书
记，
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计算
机专业。
1994年，肖兆炉大学毕
业，被分配到了福州铁路分
局，从事人事管理，并于 1999
年成为一名党员。
2005年，互联网浪潮兴
起，
肖兆炉果断放弃了别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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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卫士”审核小组现
有 成 员 16人 ， 有 一 名“70
后”、一名“80后”，其余 14
人全是“90后”。除肖兆炉是
党员外，还有 4名“90后”党
员，
他们是队伍的核心力量。
“从公司成立那天起，这
支队伍就成立了。” 肖兆炉
说，
“红色卫士” 审核小组的
最大特色是优先选用党员
“挑大梁”，主要做好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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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铁饭碗”，转战互联网
企业。他加入华域网络，从事
网站开发工作，
后来公司成立
4399小游戏项目，肖兆炉被
委以重任，
带领团队接手这一
国内最早、
最领先的在线休闲
小游戏平台。十几年来，随着
公司的成长，
这支队伍也逐渐
壮大，
目前已有 500多人。
平时除了管理团队外，肖
兆炉还经常组织公司的党员

们召开民主评议会，谈理想、
谈工作、谈学习感悟，号召党
员起到带头作用，
鼓励年轻人
积极加入党组织。
作为互联网企业，四三九
九注重利用自身的互联网优
势开展党建工作。“几年前，
我们就通过 QQ群和微信群
开展党建学习。”肖兆炉说，
作为党总支副书记，
他鼓励年
轻人开动大脑，
主动学习。

*!" +,-.*/012,
上传前的审核、
评论梳理审核
以及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
据介绍，他们平均每天都
要跟上百款游戏 “打交道”，
把好审核关至关重要。“做我
们这行的都喜欢玩游戏，可是
审查时不能以玩的心态对待，
而要细心。”
“90后”党员郭
阳说，
他每天需要排查的游戏
很多，
最多一天要审查两三百
款。

“哪些游戏能上平台，哪
些不能上，并非一成不变，要
及时关注政策变化。”陈伟鸿
是一名“90后”党员，同时也
是“红色卫士”审核小组的主
管，
他说，
今年 1月下旬，国家
多部门联合部署整治网络传
播儿童 “邪典” 动漫游戏视
频，
党员带领团队连续两周加
班到凌晨，
最大限度地清除涉
嫌及可能涉嫌违规的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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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出生的李敏丹
负 责 小 游戏 的 评 论 审 核 。
4399作为国内游戏类门户
网站第一名，每天平台的
评论数不胜数。
“我一个人，多的话一
天要审核近 4万条评论。”
李敏丹说，每天上班，她和
同事分好工，一个负责回
复玩家评论，另一个则负
责审核玩家昵称和评论内
容。白天忙完了，
晚上还要
轮班做监控，一旦发现不
合适的言论，要及时做出
反馈和处理。
“红色卫士”审核小组
还 牵 头组 建 了 敏 感 词 库 ，
一 旦 出现 无 意 义 的 评 论 ，
系 统 就会 将 其 自 动 屏 蔽 。
不过，有一些玩家耍起小
聪明，用敏感词拼音、同音
字或者空格等方式来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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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筛选，他们要做的便
是将这些言论从数万条评
论里找出来处理掉。
4399平台还经常就涂
鸦绘图类小游戏举办绘画
比赛，李敏丹和同事要对
评论和作品逐一审核。
“总
有一些低级趣味的玩家
‘捣乱’，如在模特样板上
添加色情暗示等。”李敏丹
说，平时在周末，一人要审
核 3万幅，而在寒暑假，审
核 5万幅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这工作说难也
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用
心做，很快就上手。”李敏
丹说，
4399平台覆盖了全
年龄段，其中不乏未成年
人，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要当好“把关人”，辛苦一
点、
累一点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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