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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公司党委
在公司系统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纪党
规宣传教育月活动，扎实开展各项活
动，
取得了明显成效。
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
识。公司本部、各基层单位利用中心组
理论学习会、部务会、支部会和领导干
部讲党课等形式，不断深化学习教育，
保证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公司系统各级党组织召开中心组
理论学习会 41 次，领导干部 612 人次
参加集中学习；
召开党支部“三会一课”
142 次，2113 名党员参加集中学习；召
开专题学习讨论会等形式开展集中学
习活动 75 次，有 1328 人参加了学习讨
论。通过开展集中学习教育，进一步加
深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新修订党章、
集团公司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会领导重要讲话、报告精神实质
的理解，增强了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章
党纪党规、企业规章制度和拒腐防变的
自觉性、主动性。
积极组织党员领导干 部参与 APP
答题。公司纪检监察部积极督促党员领
导干部通过集团宣教 APP 平台学习专
栏，认真学习党纪党规并按时参与答
题。确保答题参与率与正确率。通过学
习、
考试进一步督促党员干部加强对党
章党纪党规内容的学习、领会和掌握，
增强遵守党章党纪党规的自觉性、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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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纪党规宣传教育月活动成效显著
性和坚定性，切实做到严守规定、清正
廉洁。活动期间，组织公司系统党员干
部答题 4 次，1710 名党员干部参与了
答题。
开展关爱提醒谈心，筑牢思想道德
防线。按照集团公司、公司党纪党规宣
传教育月活动开展关爱提醒谈心的要
求，公司系统党委书记与同级领导班子
成员、本单位部门（分厂、项目部）负责
人 577 人，纪委书记与本单位部门（分
厂、项目部）其他负责人 207 人，分别进
行了关爱提醒谈心.各单位其他领导班
子成员谈心 493 人，党支部书记与员工
1381 人进行了关爱提醒谈心。关爱提
醒谈心主要内容：一是听取了解党风廉
政建设情况，督促落实“一岗双责”，结
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民主测评
情况，突出强调部门、单位存在的问题
和廉洁从业风险，重申党章党纪党规和
企业规章制度，明确提出遵章守纪、敬
业爱岗、廉洁自律要求，做到警钟长鸣，
增强拒腐防变意识。二是关键部门和重
要岗位人员，要在制度上筑牢廉政“防
火墙”、
思想上绷紧反腐“高压线”、行动

上不踩法律“红线”，严格遵循制度流程
管理，
做到廉洁从业、
干净做事。三是各
级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作风建
设，在公司范围内营造了风清气正、干
事创业的良好工作氛围。
深化警示教育活动，做到警钟长
鸣。一是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活动期
间，公司本部、基层单位组织 68 场次、
1565 名党员干部、重要岗位人员观看
《巡视利剑》
（第二、第四集） 警示教育
片；二是公司本部、基层单位组织 711
人参观省、州、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三
是开展以案明纪警示教育活动。3 月 24
日，黄河公司收到集团公司党组《有权
必责 有责必担当 失责必追究 -- 关于
物流公司连续发生财产损失案件的通
报》后，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要求纪检
监察部作为典型案例在周例会上传达
学习并起到警示作用。4 月 2 日，在公
司第 14 周工作例会上，公司纪检监察
部组织传达学习了通报，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强调指出，要按照集团公司党组
的要求，认真对照梳理类似上述两起案
件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本部财务产权

部、办公室、经营部、火电部、电力协同
产业部、企业管理与法务部、审计内控
部、
纪检监察部，结合部门职责、管理权
限和分管业务，举一反三，汲取教训，反
思和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
节，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防范措
施，
并于 4 月 10 日前上报纪检监察部，
纪检监察部整理汇总后形成书面报告
上报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4 月 9 日，
公司纪检监察部按照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的安排，在公司组织召开的有公
司领导、本部各部门（职能中心）负责人
和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 4 月
份月度工作例会上，再一次传达学习了
通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要求基
层单位结合案例学习，查漏补缺，进一
步完善制度、
规范流程、强化管理，提升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切实防范企业经营
风险。活动期间，公司本部、基层单位组
织 36 次，943 名党员干部、重要岗位人
员参加以案明纪警示教育大会。
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参观
警示教育基地等警示教育活动，教育和
警示党员干部、员工以案例为戒，严格

遵守党纪党规和国法，进一步增强遵纪
守法、
廉洁自律意识，做到防微杜渐，警
钟长鸣，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开展党纪党规宣传教育，宣贯廉洁
理念。公司本部、基层单位充分利用简
报、宣传栏、报刊、局域网等宣传媒介，
及时宣传报道本单位宣传教育活动的
动态和成果，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活动期间，利用黄河水电报、公司局域
网、宣传栏等载体，制作宣传专栏 15
个，在集团宣教 APP 平台报送动态信息
2 条，特色信息 1 条，作品报送 11 次共
28 副，达到集团公司报送上限要求。截
止 4 月 24 日，公司系统共征集漫画 98
幅、书法作品 120 副、摄影作品 63 副、
剪纸作品 11 副；征集 家训家 规作 品
174 个、制作微视频 2 个。利用微信公
众号推送信息 154 条、手机短信发送信
息 139 条、QQ 群发送信息 212 条。通过
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弘扬企业廉洁
从业风气，进一步宣贯公司“清清白白
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的廉洁理念，积聚
了正能量。
渊常云霞冤

年党纪党规宣传
教育月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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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家规
征集摘录
越努 力 袁越 幸 运 曰越 担 当 袁越 成
长曰越感恩袁越有福报浴
要要
要黄河配售电公司朱经红 摘录
以廉修身袁以勤补拙曰廉在前袁德
在先袁勤为本袁和为贵遥
要要
要中型公司魏琼 摘录
与人为善袁记人之善袁忘人之恶袁
刚正不阿终有善报遥
要要
要西宁发电分公司严蓉 摘录
君子以诚立身袁以俭养德遥 事君
以忠袁侍亲 以孝袁养 子以 慈袁待友 以
信遥 见贤思齐袁莫好高骛远曰宁静淡
泊袁不沽名钓誉遥 以天下事为己任袁穷
则善其身袁达则济天下遥
要集成公司王攀 摘录
要要
踏实做人袁勤奋做事曰做事先做
人曰人为财死袁鸟为食亡曰谦和待人尧
诚实做人曰不受无功禄袁勿取不义财曰
家和万事兴曰常修心身袁人则清遥
要要
要宁电分公司李亚南 摘录
认真做事 踏实做人 遵纪守法
洁身自好
要要
要海西新能源发电部姚娜 摘录
心善袁德如山曰意坚袁志高远
要要
要积石峡发电分公司张彩清 摘录
爱国爱家二尧孝敬父母尧端正品
德尧敬亲爱亲尧团结友爱尧夫妻和睦尧
子弟力学尧和睦族邻遥
要集成公司 薛旭 摘录
要要

吴斐渊太阳能电力分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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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一颗心来袁不带半根草去遥
要海西发电部
要要
金耀华 摘录
野心 正 而 后 身 修 袁 身 修 而 后 家
齐袁 家齐而后国治袁 国治而后天下
平遥 冶传家训尧重家风袁是党员干部兴
家立业之本遥 身为党员干部要以清
正廉洁为基本袁树立榜样和标杆袁言
传身教遥
要要
要电力技术公司孙栓民
摘录

爷爷的家训日记尧爸爸的家规

多行善事袁 修桥
铺路曰多积阴德袁造福
后代子孙遥
（1992 年 3 月）

爱 家庭 爱 孩 子 袁
珍惜感情袁勤俭持家遥
（1992 年 3 月 18 日）

百 善孝 为 先 袁遇
事不急躁曰 家和万事
兴袁人和事业旺遥
（1989 年 11 月）

李飞渊陕西黄河能源公司冤

和谐家风小故事
我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家庭，
也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我们家
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只是一个平凡
的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
但是我们全家人遵纪守法，互敬互
爱，
积极进取、爱岗敬业、乐于助人，
家庭和睦、
温馨，
深受邻里和社会的
好评。
互敬互爱是家庭和睦的基础，
是家庭幸福的源泉。夫妻几十年来
在生活中相互照顾、
相互信任；
在工
作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相互取长
补短，遇到困惑相互开导、相互帮
助。我们认为，只要互相站在对方
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思考问题，
那没
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在我的
这个家庭里，虽然各自的性格、文
化、志趣有所差异，
但是家庭中很少
出现矛盾冲突，大家能互相体谅，
宽
容谦让，形成了互相理解、尊重、平

等、关爱的文明家风。
真心待人是我们全家的处事态
度，我们一家人与邻居都能够和睦
相处，邻居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的时候，
我们都热心帮助。我们一家
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造美丽和谐
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的家庭倡导文明科学的生
活方式，注重科学理财、合理消费、
勤俭节约。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了，但是勤俭持家的传统不
能丢，生活中点点滴滴要从每件小
事做起。我们注重美化环境，
强化环
保意识，
从不乱扔垃圾，这些意识已
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成员之中，并成
为全家人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个家庭的和谐稳定，离不开
所有家庭成员的的理解与支持。妻
子在外工作认真、
待人热情；
在家勤

赵季元

俭贤淑、任劳任怨。为了支持爸爸的
工作，不让他因家务而分心，妈妈主
动承担家中的大事小事，把家庭生
活安排的井井有条。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这种美德，
在我们家中更是表现
得细致入微。
奶奶有一次患病住院，
爸爸由于工作原因，照顾婆奶奶的
任务就落在妈妈一人身上，白天除
了上班，家里做家务，晚上还要到医
院护理，有一次因为太累，
竟趴在奶
奶的床头睡着了，同病房的都夸她
是好媳妇，她却总 说：
“ 这是应该
的”。她精心照顾奶奶的饮食起居，
婆媳关系十分和睦，
亲如母女。
健康的家庭需要一个健康的环
境才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和延续。父
母平时工作忙，但依然抽时间来陪
伴我，而且他们还身先士卒，要求孩
子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用行动教育

着、感染着我。我受到家庭良好的影
响，自小就培养了独立、
自强、懂事、
乐于助人的性格，在家人眼中是爷
爷奶奶的好孙子、爸爸妈妈眼中的
乖儿子。
我们四口之家中，热爱祖国，热
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信念。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都能积极维护社会公
德，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
规和公共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集
体利益，主动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在工作中，坚持尊礼诚信的原
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在我的记忆中，全家人始终都
互相关爱，
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遇
到事情就坐下来共同商量。这样幸
福和睦的家庭氛围让全家人倍感温
暖。
“家和万事兴”，
一个和睦的家庭
之所经和睦，我们一家总结出的经
验就是“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
互爱”。一个幸福、
快乐、和谐的家庭
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努力。只
有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爱，家才会更
温暖，只有每个家庭都幸福了，我们
的社会也才会更美丽和谐。
渊海南新能源发电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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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人要 有 本 事 袁
勇于担当袁豁达宽厚遥
女人要会持家袁 温柔
自强袁 孝顺公婆遥
（1989 年 10 月 30 日）

要黄河水电定
要要
边新能源公司
宋晓艳

小时候袁 老家的大门
上面有四片瓷砖写着野 宁
静致远冶四个大字袁这四个
字伴随着我们兄妹三人茁
壮成长袁 时刻教育我们只
有心境平稳沉着尧 专心致
志袁才能厚积薄发尧有所作
为遥结婚后袁送给老公的茶
壶也写着野 宁静致远冶袁但
愿时间流逝尧家规永传遥
要要
要班多发电分公司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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