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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胡学琼）
根据集团公司党组统
一部署，集团公司党
组第三巡视组近日进
驻黄河公司开展巡视
工作。2018 年 5 月 25
日上午，集团公司党
组第三巡视组巡视黄
河公司党委工作动员
会召开。集团公司助
理总经理、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胡建东
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
提出要求。集团公司
党组第三巡视组组长
赵焰 作了动 员讲 话。
黄河 公司总 经理、党
委副书记魏显贵主持
会议。
集团公司党组第
三巡视组副组长张
伟、程中华及巡视组
全体成员，黄河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
议，黄河公司首席专
家、副总工程师，本部
各部室和各职能中心
副处级 及以 上干 部，
相关部室人员，黄河
公司各单位党政主要
负责人参加会议。各
单位其 他班 子成 员、
中层干部及相关人员
通过视频会参加会
议，共计 600 余人参
加了动员会。
集团公司助理总
经理、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胡建东要
求，黄河公司党委和
全体干部员工要深入
领会 中央新 部署、新
要求，不断提高对企业内部开展政治巡视重要
性的认识。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协
调配合共同完成好巡视工作任务。
集团公司第三巡视组组长赵焰全面阐述了
集团公司开展巡视工作的重大意义，对此次巡
视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并强调指出黄河
公司党委和全体干部员工要深刻学习领会开展
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将党中央和集团公司
党组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全面落实到
位。
黄河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小平就全面
配合做好巡视工作，从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
集团公司党组的部署要求；积极支持配合，全力
以赴保障巡视工作的顺利开展；狠抓问题整改，
以巡视整改成效推进公司改革发展三方面作了
表态发言。
据悉，集团公司党组第三巡视组将在黄河公
司工作 1 个月。巡视期间 （5 月 23 日—6 月 23
日）设专门值班电话：0971-6322987，专门邮政信
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43 号黄河水
电公司办公大楼一楼西宁市 133 信箱。巡视组每
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与黄河公司作息时间相同。
根据集团公司党组要求和巡视工作职责，
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黄河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执行党的政治纪
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选人用人
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有关部
门认真处理。

公司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解岚心）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全国生态环境保
白炎武、
杨存龙、
护大会精神。公司领导魏显贵、
于淼、胡一栋、孙蔚泓、葛明波、王思德参加。
会上，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魏显贵传达了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重点领学了习近平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
《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
《新时代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等人民日报、新华社评
论文章。
会议要求，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
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充分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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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总经理孟振平到兰热和陇电调研
本报讯 （记者李龙 解岚心）5 月
22 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孟振平到黄河公司在甘肃企业进行工
作调研。集团公司助理总经理兼水电
新能源部总经理李树雷陪同。

上午，
孟振平深入兰州热电项目及
热源厂施工现场，询问了解了兰州新区
发展情况、
项目周边的建设规划、供热
及供电负荷分布、
临时热源等内容。
孟振平对项目面临的形势和前景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下一阶段工作开
展提出要求。他指出，兰州热电项目的
商业模式具有较强的优势，面对市场
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准确把握整个园
区的工业负荷，想方设法稳住市场地

位。孟振平强调，要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
与地方政府、
企业形成相互需要的
经济利益共同体, 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
下午，在盐锅峡水电站，
孟振平听

王晓专题调研鑫业公司环保达标排放工作
本报讯（李佳）5 月 25 日上午，
省委
常委、
西宁市委书记王晓一行在西宁市
委常委、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常
务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许国成及
甘河管委会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到鑫业
公司调研，
专题了解鑫业公司环保达标
并就在当前
排放情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保
形势下确保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证企业生产形势稳定提出要求和意见。
鑫业公司领
黄河公司副总经理刘柏年、
导班子成员陪同。

在鑫业公司二道门前，
王晓驻足观
安全
看了安全交底短视频。王晓强调，
生产事故的发生，
就是因为职工缺失安
全意识，
忽视安全教育，这种安全视频
一定要不厌其烦、重复地看，
尤其是领
导干部，
必须做好安全学习的表率。
随后，在认真接受安全事项提醒
和交接后，王晓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来到炭素回转窑 烟气脱硫减排项目
旁，听取许国成、刘柏年对甘河工业
园区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鑫业公

图为集团公司党组第三巡视组巡视黄河公司党委工作动员会会场

司烟气脱硫项目投资建设情况和炭
素系统生产运行情况的汇报。在听到
鑫业公司炭素回转窑烟气脱硫减排
项目采用目前国际、国内最先进技
术，周边省份还没有此类设施后，王
晓在现场指出，要用绿色发展的思路
去开展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环保和保
护企业发展是一致的，并不矛盾，鑫
业公司通过率先建设投运烟气脱硫
减排项目，低价格采购的高硫焦，不
但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还降低了

企业生产成本，具备示范引领作用。
此外，整个西宁的环境改善，甘河工
业园区担子重、整治改善空间大，政
府部门要发挥政策引导优势，对于社
会意义大、贡献突出的工作或企业，
要点对点补助、帮扶，鼓励企业生态
环保、多做贡献。
调研期间，王晓一行还深入电解
车间，实地感受了解电解系列各生产
环节运行状态，并就鑫业公司目前生
产经营形势和陪同人员交换看法。

图为王晓专题调研鑫业公司环保达标排放情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取了陇电分公司负责人关于黄河上游
干流梯级水电站开发建设概况、电站
基本情况等内容的介绍，
深入主厂房、
水车室等生产现场，实地查看了机组
设备运行状况。
在电站中控室，孟振平与当班员
工一一握手，询问了解电站安全运行
情况。当听到电站实现长周期安全生
产 6245 天，10 台机组处于满发状态
时，孟振平连连点头表示肯定。他强
切实做
调，
要筑牢
“安全第一”的思想，
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保证电站的安
全稳定运行。
随后孟振平一行登上大坝，俯瞰
被誉为“黄河上第一颗明珠”的盐锅峡
水电站全貌，
并围绕上游来水情况、排
沙及漂浮物处理等情况与现场人员进
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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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健
李 海 芳 ）5 月 25
日，国家电投党校
黄河公司分校（第
六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轮
训班结业。
按照国家电
投党校的统一安
排，本次 轮训从
2018 年 3 月 12 日
开始 ，到 5 月 25
日结束，分六期进
行 轮 训 （每 月 两
期，每期五天），来
自集团公司二级
单位 （五凌公司、
西藏分公司、陕西
分公司、甘肃分公
司、
河南公司、
四川
公司、宁夏铝电公
新疆
司、
黄河公司、
能源化工、东方能
源公司等 10 家单
位）的 359 名处级
和副处级领导干部
参加了轮训。其中，
黄河公司 190 名领
导干部分批参加了
轮训。
本 次轮训 的轮 训内 容、轮 训方
式、课程设置、教学日程等均按照国
家电投党校统一要求执行。轮训采用
面授、视频、学员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教学，并通过“聚力工坊”小组主
题研讨、研讨成果交流等教学手段，
促进学员对学习内容的消化、理解，达
到“提升素质、增强党性、学以致用”
之目的。

关于“我与改革开放共成长”作品的征集启事
公司各部室、职能中心、各单位：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以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为标志，
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史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为纪念和回顾改革开放这一伟
大历史进程，
公司新闻中心按照国家
电投办公厅要求，将组织开展“我与
改革开放共成长”作品征集活动，发
动广大干部职工讲述亲身经历、心得
感想，生动描绘公司在我国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
取得的光荣成绩，反映广大职工砥砺
前行、锐意进取、努力追求实现中国
梦的精神风貌。
一、
故事征集主题及形式
本次作品征集活动分为文字征
集和视频征集，
所述故事要紧紧围绕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主题，突出
公司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发展变化，
注重真实性、典
突出个人亲历、亲闻，
型性，充分展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唱响改革
创新、开放自信的时代强音。活动设
置征集、展示、评比、表彰环节，通过

公司自媒体平台对参选作品进行发
表和推广，动员和吸引广大干部职工
积极参与。
二、
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从 5 月下旬开始，持续
到 12 月，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 9 月
30 日。
三、
选题方向
（一）结合企业发展成绩，讲述改
革开放 40 年来，本人所在单位发生
的重要变化、变革的故事，如企业体
制机制改革、企业发展成就等方面。
（二）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述企业优秀员工的故事，以平凡的
故事体现不平凡的价值，赞颂劳动者
的奉献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
（三）结合个人亲身经历，讲述个
人成长成才的故事，家庭和谐兴旺的
故事，在学习、
工作、
生活等方面经历
的重大变革、重要大事，将个人感受
融入时代主题。
四、
征集要求
（一） 征集作品必须围绕活动主
题“我与改革开放共成长”展开，主题
鲜明、观点正确、语言流畅、生动活

泼，
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导向性。
1．真实性。一定是亲身经历的
故事，可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
身边人的故事，不能道听途说，也不
能闭门造车。只有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才能感染人、打动人、说服人、激励
人。
2．典型性。故事不必惊天动地，
平凡小事也能见真情，也能够反映时
代主题，也可以回应社会关注和群众
关切，
从而做到以小见大。
3．导向性。
“我与改革开放共成
长”选取的故事要具有教育意义，通
过多种形式传播正能量，让广大职工
感受正能量，传播主流价值观。
（二） 故事征集包括文字征集和
视频征集，
具体要求为：
1．文字征集要求
（1）字数不超过 3000 字，为原
创作品未公开发表过。
（2）题目可自拟，稿件以第一人
称撰写。
（3）以故事为主，避免诗歌，可配
图片以增强真实性。
（4） 标题用黑体二号字加粗，正

文用仿宋三号字。
（5）实名投稿，并附联系方式和
100 字以内个人简介。
2．视频征集要求
（1）主题鲜明，内容真实、积极向
上，情节完整。
（2）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3）作品系原创，严禁抄袭，文责
自负。
（4）作品可为个人或团体创作。
（5）作品结尾附创作者文字简介
画面(100 字以内)。
（6）作品系未公开在网络平台发
表过。
（7）作品不得含有违反国家相关
法律规定的内容。
五、
参与方式
本次活动面向公司全体职工，文
字作品发送至邮箱 hhsdb6906@163.
com；
视频作品发送至 739135866@qq.
com。
新闻中心每月将通过初步筛选
的稿件发布在公司网站、
《黄河水电
报》、
视频新闻、官方微信平台上。特
别优秀的作品将上报至国家电投集

团公司。
来稿邮件标题须注明“我与改革
开 放 共 成 长”+ 单 位名 称 + 作 者 姓
名。
六、评审及奖励
（一）作品征集结束后，评审委员
会将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进行
集中评审，评选出一批优秀作品。
（二） 本次活动分别评出文字作
品和视频作品一等奖各 3 名、二等奖
各 5 名、三等奖各 10 名、优秀奖若
干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对获奖单
位颁发荣誉证书,对获奖个人颁发荣
誉证书及奖励。获奖优秀作品可编辑
成册出版。
联系人：安娜、蔡新海
联系电话：0971-6322352，
0971-6322297
电子邮箱：hhsdb6906@163.com；
739135866@qq.com

国家电投黄河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