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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弘扬清正廉洁之风 

    今年以来，怀化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清廉湖南”“清廉怀化”“清廉国企”“清

廉水务”建设的相关要求，在认真开展“清廉供水”建设规定动作的同时，大力创新清廉教育方式，强

化廉政文化引领，营造“崇廉、尚廉、敬廉”入脑入心的文化氛围。

    戴好廉洁“紧箍咒”，筑牢清廉防火墙。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员工的廉洁自律意识和防腐拒变能力，自来水公司纪检监察室为员工戴好廉洁

“紧箍咒”，二月底分别对几个廉政风险高的关键部门、关键岗位的员工进行了集体廉政提醒谈话并签

订《廉洁从业承诺书》。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也是一种责任要求和行为规范，

更是自我约束、践行承诺，筑牢防线、不踩红线、守住底线，引导公司员工廉洁自律意识入脑入心，让

员工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利，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国企形象。

    赠送“清廉大礼包”，让“节味”更有“廉味”。

    为丰富清廉文化建设的教育方式，3月8日，自来水有限公司为148名女职工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

物——“廉洁大礼包”，让“节味”更有“廉味”。廉洁大礼包由精心制作的《廉政贺卡》《助廉

倡议书》和《家庭助廉手册》组成，旨在倡扬“以德治家、以俭持家、以廉保家”的家庭理念，让女职

工成为亲人勤政廉洁、恪尽职守的好帮手，让廉洁教育与时俱进，以清廉家风助推党风廉政建设，共同

营造和谐廉洁的良好政治生态。

                                        唱响清廉歌曲，渲染廉政氛围。

                                        四月，自来水公司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以创新的形式创建了

                                   《清廉供水歌》，并通过怀化日报视频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多种

                                    方式进行宣传，提高歌曲的传唱度，用最接地气、最朴素且能入脑

                                    入心的作品来凝聚广大员工，弘扬廉洁文化，营造人人思廉、学廉、

                                    崇廉的文化氛围，构建“不敢腐、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助力“清

                                    廉供水”建设。

                                         脚踏实地进不失廉，退不失行步步生“廉”。

                                        自来水公司办公楼的步梯台阶立面新增了一排排醒目的廉洁标

                                    语，拾级而上，构成了一道靓丽的廉政文化风景线。这项工作是

                                    丰富廉洁文化教育载体，营造浓厚廉洁文化氛围的又一新举措，打

                                    破了廉政教育的时间和地点局限，让员工“步步生廉，时时守廉”。

                                         传承“拓荒牛”精神，铸造赤诚供水魂。

                                        4月28日上午,自来水有限公司二水厂为致敬劳动者，在“五一”

                                    前夕，举行了劳模及清廉事迹宣讲会，会上张必好分享了自己从一

                                    名泵房运行人员成长为劳动模范的心路历程，二水厂“建厂元老”

                                    常德军老人讲述公司发展史和二水厂建厂史，展现了老一辈供水人

                                    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拓荒牛”精神，让水厂员工重温了那段创

                                    业的艰苦岁月。

    “清廉供水”各项工作开展以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公司员工积极参与，营造了“崇廉、尚廉、敬廉”

的浓厚氛围，清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我们将继续以“廉洁”为抓手，通过廉政家访、廉洁文化

宣传等多种举措继续抓好清廉建设，让廉洁教育更有说服力，让规章制度更有约束力，让监督约束更有威

慑力，全力打造廉洁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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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水务

——自来水公司清廉创建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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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水务

                                     3月18日怀化市突发疫情以来，天源公司党支部紧扣防

                                疫大局和使命职责，第一时间成立党员先锋队，带领全体党

                                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效能和先锋模范作用，加班加点保质

                                保量实现全市医疗废物“日产日清”：每天将2700余个周

                                转箱，装卸4次，送入焚烧炉，日均处理16.9吨，增加工作

                                量近三分之二；对市区内8个片区的核算采样点及40余个隔离

                                点进行“挂图作战”，连线收运坐标，划分收运区域，落实

片区责任；主城区每天15台转运车不间断往返于城内500余个核酸采样点和40多个隔离点及各

大医院，总行程里程每天5000余公里。天源“白衣”们用汗水和毅力坚守抗疫末端防线，用

自己的不眠守护怀化平安。

    疫情期间，天源公司全体员工能逆行而上，用奉献书写担当，用实干诠释忠诚，这与公

司平常做的清廉建设工作是分不开的。自2021年开展清廉天源建设以来，天源公司坚持把

“清”和“廉”的要求贯穿到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一是制作了怀化天源嵌入式廉洁风险提

示台卡并发放至各科室。二是公司支部副书记及委员带领党群纪检监察室对党员干部职工进

行廉政家访活动，共同筑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三是以“政教倡廉”“领导论廉”“党员

干部要算好人生七笔账”等展板形式完成了公司党建阵地、会议室及机关每个办公室清廉文

化与清廉知识上墙工作。四是印发《天源公司“清廉科室”创建方案》，积极打造“清廉科

室”品牌，探索建立“网格化监察管理体系”，有效发挥好监督“前哨”作用。

以 廉 促 干      迎 疫 而 行
高 质 量 推 进 “ 清 廉 天 源 ” 建 设

      “树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廉洁之人。下面将为您送上清廉小故事……”到了中午12

点，怀化水务湘源电力下辖电站的小广播又准时响起，播报着“清廉水务”栏目。

    自“清廉水务”建设号角一吹响，湘源电力公司迅速响应，掀起“清廉湘源”建设高潮，

下辖电站广播站纷纷化身为“廉政广播站”，广泛宣传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的精神、要求及廉洁文化，让电站职工以及周围群众在家门口听到清廉“好声音”，汲

取清廉“养分”。同时，广播站也鼓励职工讲述自己所见的、所听的廉洁事例、家风故事，

让廉洁文化渗入心脾。

    “廉政广播站”是湘源电力廉政宣传教育的新举措。旨在进一步扩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倡导每一位干部职工都要在心底种下一颗廉洁自律的种子，养成清廉意

识、清廉习惯、清廉作风。广播站围绕党章党纪、文件精神、时政要闻、清廉名言、清廉诗

文、清廉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利用“站站响广播”的“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强化廉政

教育，在公司营造了“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廉政氛围，让“廉洁之花”在湘

源灼灼绽放。目前，湘源公司清廉文化建设在清廉小广播的宣传下，湘源公司上下齐心协力

全力投入到清廉建设中去，全体员工主动签订清廉创建个人承诺书510份，各层级管理人员

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44份，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营造廉洁从业的良好氛围。

    广播站的设立，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欢迎和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广播的形式使

大家在茶余饭后轻松接受党章党纪教育，及时了解最新的党风廉政建设相关政策法规，接受

耳濡目染的廉政熏陶，有效推进了廉政知识入耳、入脑、入心、入行。

湘源电力：小小广播站，飘出清廉声



骏源水业创新“四味酿造”推进清廉创建

                                        

清廉水务

 

    骏源公司自推进“清廉骏源”建设以来，创新“四味酿造”，开展丰富多彩“学思践悟”活动，

筑牢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高质量推进“清廉骏源”建设。

    坚持“每日学廉”，充电蓄能提“鲜味”。把学廉“大课堂”移到

“小手机”上，每天选取百字左右的廉洁重要论述、警示案例、清廉

评论文章，借助微信平台“每日学廉”，方便全体干部职工利用碎片

时间学习廉政知识。

    笃定“清风晨读”，提神醒脑添“甜味”。每周例会前由一位中

层干部分享一篇清廉故事或文章，时刻提醒中层管理人员增强廉洁自

律意识和防腐拒变能力。以自学分享感悟的方式，营造浓厚学思践悟

氛围。

    打造“廉政图书角”，清心暖胃增“香味”。在公司走廊一角打

造“廉政图书角”，实行“双向补缺”，干部想看什么，就补什么，图书角缺什么，就补什么，营造

浓厚的“伴书香品廉香”学习氛围。

    塑造清廉文化，先锋事迹有“风味”。5月19日上午，骏源公司全体员工前往安江农校开展“清风

凝正气、廉洁促发展”活动，领略“隆平精神”中蕴含的清廉文化元素和袁隆平院士为人清廉正直的

感人事迹。观看教育片后，骏源公司党支部纪检委员胡立新同志在陈列馆为全体党员上廉政党课。党

支部书记毛建同志为4位5月份入党的党员同志送上生日贺卡，引导党员同志不忘初心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奋斗激情。

   “污浊进城东、清澈还社会”、“扬清廉之风、做清廉青年”。近日，怀化水务合源公司将清廉建

设与生产运行深度融合，利用办公区墙面、楼道打造清廉文化长廊,确保清廉文化有阵地，进一步营造

清廉建设的浓厚氛围。

    谋定快动，创新工作机制。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将清廉建设工作纳入公司管理重

要议事日程，每周定期召开“清廉合源”创建工作推进会，严督实导确保清廉建设落实落地、取得实效。

    精准发力，健全企业顶层设计。嵌入式开展制度梳理、流程再造，廉政风险排查工作，修订完善

工程管理、供应商管理等26项制度；以部门、厂站、班组为单位建立覆盖公司运行全过程的嵌入式廉

政风险矩阵；穿透式”做深做细日常监督，与各项目部施工单位签订《廉洁从业双向承诺书》，做到

双向监督，双向制约。

    多措并举，汇聚磅礴清廉正能量。围绕“一厂一品牌”、“一部一品牌”，打造各单位特色清廉

文化长廊；积极将清廉建设活动信息、经验做法向国家、省、市级

主流媒体投稿，在怀化新闻网发布清廉专题新闻稿9篇，今日头条1

篇；开展廉政书签赠职工、1+1+1+我的家规家训等活动，营造浓厚

氛围，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规矩意识、担当精神、奋斗精神。

    合源公司将清廉建设工作贯穿公司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促进清廉建设与公司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深入梳理公司管理制度，

排查廉政风险点，做深做细日常监督，全面开展宣传造势工作，开

展了多形式清廉创建活动，切实让“清廉合源”建设始终富有强大

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深入推进“清廉合源”建设

激活企业发展的“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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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怀化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清廉建设工作部署，探索出党建新模式。

怀化水利水电公司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坚持项目工地在哪里，党支部就建在那里，廉政文化，

教育就开展到哪里。

    将支部建在项目上，组织建设无盲点。根据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项目

部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各种制度，并指定临时党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支部书记由业务骨干党

员担任，切实配齐配强领导班子。

    将党建与业务同推进，增强党建引领力。一是把学习贯穿工作全过程。结合工作会议抓

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在项目工程

中练就过硬本领。二是丰富活动载体。临时党支部长期坚持充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加强党

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体悟信仰价值、弘扬革命精神。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打造清廉工地人。以廉政建设促队伍建设，加强党员管理。为做好

工程廉政建设工作，项目部成立了廉政工作小组，做到廉政教育组织保障，廉政教育制度有

保证，活动有计划，计划有实施。廉政小组不断创新思路，采取“签、学、看、谈、宣”等

方式，努力做到工程项目建设在哪里，廉政教育就灌输到哪里。做到重点项目重点抓 常规、

项目常常抓 专项项目专门查 全部项目效能察，并发动家属助廉、鼓励合作方建廉、号召群、 、

众督廉等方式进行党建廉建。

水利水电公司 
支部建在项目，清廉寓于管理

清廉水务

二二二
次次次

供供供 水水水 清清清 廉廉廉
建建建

出出出 生生生
产产产

力力力

    二次供水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层建筑用水加压服务并

负责相关加压用水工程的施工。其中施工收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90%，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工程款回

收难度加大，严重影响公司应收账款与资金回收。

    清廉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围绕应收账款与资金回笼

两大难题，公司党支部以“清廉二供”创建为抓手，把

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融入公司主营业务，纪检全程

参与监督业务评定、成本核算、合同收入，纠正过去施

工通水与业务收款及财务结算脱节的缺陷，有效避免了

通水后工程款回收难度增加的问题；同时，建立多个部门互通信息、互为制约的机制，切实

提高资金回收效率。

    纪检全程监督参与公司业务评定、成本核算、合同收入。纪检监察与业务工作的贯通联

动，建立多个部门互通信息、互为制约的机制。

    自清廉创建开展以来，公司应收账款回收率由73%提升到93%，回笼资金由6655万元提升

到12600万元，增涨幅度为89%，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支撑，有效化解了公司

债务风险和运营风险。清廉就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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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化水务集团中源公司自创建“清廉中源”以来，全方位、多角度落实宣传工作，积极

为开展清廉建设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办公场所有限的设备设施，“挤出空间”把日常办

公地打造成廉政文化宣传阵地，在文件柜玻璃窗张贴廉洁警句、做人做事准则等，创建示范

岗的办公桌摆设廉政警示桌牌，把办公电脑设置成廉政主题桌面，在微信工作群开展“每日

一廉”宣传，推送廉政名言警句、古人廉洁故事等，让廉政警示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在潜移

                      默化中促使大家自觉“学廉、知廉、守廉”确保员工在“静态监督”

                      中时刻保持政治清醒，头脑清楚，行为清白，促进日常办公与清廉建

                      设的深度融合。

                          为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源公司将廉洁文化与工会活动紧

                       密融合，4月22日在怀化康龙自然保护区举办了以“趣味廉动，共倡

                       廉风”为主题的庆“五一”工会活动。此次活动在寓教于乐的氛围

                       中开展，员工不仅放松了身心，还对清廉建设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体

                       会，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以身作则，

保持清醒，拒绝腐败，共倡清廉之风。

    通过形式多样、寓廉于学、寓教于乐的系列活动，筑牢反腐倡廉“防火墙”，教育引导

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提升责任意识、廉洁意识、担当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和行为诱

惑，努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清廉中源。

“清廉中源”寓廉于乐

    三月份，怀化市源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对多家合作材料供

应企业进行了走访，并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廉洁从业座谈，

签署了《供应商廉洁从业协议书》。自2020年以来，源圆公司

在与材料供应企业签订采购合同时，均会一并签订《供应商廉

洁从业协议书》，该工作持续开展两年多来，对于规范采购环

节双方的行为，又构筑起一道廉洁之墙。

    源圆公司在物贸经营过程中始终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

强化供销环节管理，严格清廉建设要求。一是明确监督主体。

始终把供应企业列入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监管对象，这既是对

采购执行者的一种双重监督，同时也是对材料供货方进行的有

效约束。二是明确协议内容。协议书对甲乙双方廉洁从业责任、

履行诚信义务的具体内容及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明确约定，强

化动态管理，优化监督方式，确保材料采购的阳光健康运行。三是抓好双向监督。坚持一手

签订采购合同，一手履行廉洁责任，及时与供应商形成书面契约，讲清利弊、压实责任，促

使党风廉政建设无缝对接、双向做实，全方位延伸拓展党风廉政建设的触角。四是抓好工作

末端。我们始终坚持将工作的重心前移，末端前伸，重点放在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确

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现场、到一线，努力做实做细深化物资贸易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最后

一公里”的工作。

源圆公司：双向承诺，互相监督

清廉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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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经  营  公  司

标本兼治筑防线，全力打造清廉工程

清廉水务

     

    为认真贯彻落实水务集团“十四五规划”的要求，推动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升级，水务建设经

营公司大胆谋划，主动作为，积极参与辰溪县沅水尾堆清理及弃渣加工处理经营项目合作开发。

    开工以来，辰溪项目部始终恪守“干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交一方朋友”的诺言求生

存、谋发展，以“清廉文化”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落实到权力运行各环节，将廉政风险隐

患扼于青萍之末，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齐抓共管，夯实主体责任

    层层压实责任是建设清廉项目的关键。辰溪项目部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重要突出位

置，切实担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进场伊始，为防止党风廉政建设程序化、形式化，辰

溪项目部制定出台《清廉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以“清

廉文化进工地”、“红色班组”建设为抓手，推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落实到位。

    精准施策，确保监督全覆盖

    建设清廉项目，规范权力运行是关键。项目部坚持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特别

是对劳务分包、物资采购、设备租赁管理、船舶运输管理、砂石计量等制度的完善和监管予

以重点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重要内容抓紧抓实，并将其贯穿于清廉项目建

设全过程。通过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公开承诺、设立举报箱、创建“清廉建设”工作交流

群等，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科室部门主管、管钱管物管人等关键岗位人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规定动态，掌握廉情信息及存在问题，使项目建设更加优质高效透明。

    强化教育 切实筑牢防火墙

    加强党员干部思想纪律教育是建设清廉项目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政意

识，弘扬崇廉风尚。辰溪项目开工至今，项目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廉洁从业行为规范，观看

反腐倡廉视频，办公电脑安装设置廉洁屏保，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涵养全体员工绷紧纪律之

弦，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笼子、筑牢“不想腐”的堤坝，进一

步提升岗位从业人员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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