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报道：为进一步
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和创
造力，营造创先争优、共谋发展、和谐进取的
良好氛围，6月29日，赤壁市水务集团举行

庆祝建党100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会上，全体党员齐唱国歌，重温入党誓

词。集团党委为孙国清、李传柏、官立银、吴
忠杰4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以及为集团一年来优秀共产党员颁发荣
誉证书。以此鼓励先进、弘扬正气，激发集团
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不忘初心，振奋精神，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加快实现目标建设任务步伐，努力把集团
各项工作推向新的台阶，围绕我市“争当排头
兵、建设示范市、冲刺百强县”三大目标，奋力
开创“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赤壁市水务集团举行

庆祝建党100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报道：7月5日
凌晨，赤壁市水务集团对东洲大道、清泉沿
线、东风路、子敬路、瑞通大道等沿线管道
进行冲洗。同时，各小区供水分支管线冲
洗工作正在进行时。

赤壁市水务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自来
水在输送的过程中，极易受到水管的二次污
染，尤其是家庭自来水管。水管因长期使用

或维修却未清洗、易滋生细菌，影响水质。
为做好供水管线冲洗工作，该集团

提前制定详细的清洗方案、路线图，利用
微信公众号、短信、电话等形式发布停水
通知，告知受影响的市民提前蓄水自备；
组织工作人员对冲管区域的阀门、消防
井室等进行检查，以确保冲管工作的顺
利实施。

在清洗过程中，集团工作人员充分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利用夜间11点至凌
晨5点用水低峰时段居民休息之时，抢抓时
间、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全力攻坚。清洗
后，能除去管道内的软质锈垢、附着物、存积
物，解决水管老化、阻塞、爆管等问题。洗净
率达到95%以上，管道末端水质能得到明显
改善。

主管道冲洗后，各个终端用水小区供
水设施、管道里可能存在因主管道冲洗残
留的少量不洁净水，市民朋友用水过程中
如发现家中水色偏红、偏黄不要惊慌，在用
水时多排一会儿即可。下一步，市水务集
团将对城区约100多个集中用水小区的终
端供水设施、管道进行清洗，以便排除终端
供水设施残留的污垢。

冲洗供水管道 确保水质安全

赤壁市水务集团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 通讯员吕蓉、聂爱阳报道：这
两天，在赤壁市砂子岭、青泉公园游玩和人
民广场遛弯的市民发现这些地方多了一项
设施：户外便民直饮水平台。这是赤壁市
水务集团投资近200万元，历时一个多月
时间，在城区人流密集、停留时间较长的三
处公共场所建设的6个试点公共直饮水设
施，解决市民和游客户外饮水需求。

7月1日中午，在市人民广场入口处看
到，靠近公交站台的直饮水平台设置有庆

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元素便民亭，直饮水
设施高约1米，配置一高一低2个喷嘴式饮
水龙头，可供大人和小孩同时饮用。亭内
还有长椅和充电设施。

“和家里喝的水味道一样好，还不用水
杯，蛮方便。”一名路过饮水亭的中学生收
起雨伞，走进亭内围着直饮水机打量，带着
好奇心按下水龙头按扭，水柱缓缓向上喷
出，该学生低头就着水柱尝了一口，随后喝
了个痛快，对直饮水设施赞叹不已，“第一

次见，挺新奇，颇有创造力。”
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外观

上看直饮水比普通饮用水更为清澈，口感
更好。是经过了多道过滤、消毒工艺处理，
符合直接饮用水标准，并且矿物元素更为
丰富，经济成本要远远低于普通饮用水。
为保证饮水安全，直饮水直接连接城市供
水系统，实现24小时水质在线检测。他表
示，如果6个试点后期运营良好，还将“量
体裁衣”，在城市安装多处户外直饮水机，

免费给市民和游客提供24小时常鲜的饮
用水。

正直炎炎夏日，小设施有大作用。市
民和游客们热了渴了，路边就有免费直饮
水供消暑降温，非常实用方便。

公园广场有了直饮水
市民：新奇，方便，味道好！

本报讯 通讯员任宴东、舒俊
杰、鲍邦甲报道：“每年暑假，我孩
子们在哪托管就成了一个大难
题，”赵李桥镇的村民说：“幸好有

‘希望家园’，我家老大已经连续4
年参加，今年我把老二也带来，我
们出去工作都更放心了。”

为了深入贯彻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做实事”要求，切实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今年 7
月，共青团赤壁市委、市少工委依
托暑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
践志愿者，在各乡镇、街道、园区

“青年之家”开设了19个“希望家
园”活动点，7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
将为全市近600多名留守儿童进
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辅导。13日
上午，共青团赤壁市委、市少工委
举行“希望家园”开班仪式，为各

“希望家园”活动点负责人和大学
生志愿者们进行了队课教育和专
业培训，团市委书记蒋文玲就办好

“希望家园”提了要求。华中科技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工程学
院的志愿者代表们分别作了表态
发言。

“我曾经接受过‘希望工程’的
帮助，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我也希望用我自己学到的知识来

回馈社会，”华中科技大学的万梓康说道：“所以我
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希望家园活动，我希望能够帮助
更多的小朋友们树立理想、立志成才。”

“今年暑期，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课程设置从
红色教育到少先队活动，从心理健康、安全自护、爱
眼护眼到励志教育、课业辅导、文体活动。”共青团
赤壁市委的工作人员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

‘希望家园’的跟踪服务工作，积极对接社会力量，
探索构建‘希望家园+社工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扩
大影响力，将‘希望家园’打造成共青团重要的民生
品牌，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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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定格在2018年8月，通城城发集团秉承肩
负着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实现城市建设任务与企业
经营的两元互动，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从纯
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战略重组为“城市土地一级开发
商、城市综合运营商、城市资源开发商”的通城城发集
团。

通城城发集团党委在推进城投体制改革过程中，把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
司治理结构之中，切实加强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
导、组织领导，引领全体党员干部持续推进学习城发、创
新城发、活力城发、和谐城发、清廉城发建设，让党建“红
色基因”催生企业“发展红利”。目前集团下属6个子集
团，4个子公司，员工从30人增加到1296余人，资产规模
从50.9亿元增长到200亿元，项目融资从年均3亿元提
升到24.83亿元，企业营收从举步维艰到5.63亿元再到
7.12亿元，年增长率达到26%。

6月18日，通城新地标--金融总部传媒中心正式启
用，通城城发集团总部正式搬迁，城投改革发展攻坚的集
结号再次吹响，向城市的四面八方迅速传去。

通城城发有1296名职工，302名党员，为确保政令
畅通、执行有效，下设建工、水务、公交3个党总支，集团
机关、置业、矿业等17个党支部，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
覆盖。建立完善人力资源、薪酬、绩效考核、母子财务一
体化运行、资金集中管理、项目管理等制度，全面落实党

委会“首个议题”制度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各级
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发挥领导作用，依照
规定讨论和决定“三重一大”事项，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强化意识形态，集团党委建设一刊一网一公众号为
主体的融媒体矩阵，大力宣传“崇德尚信、实干担当”的先
进典型和优秀事迹，营造集团“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2019年-2020年城发集团连续两年被通城县委评
为党建优秀单位。

今年3月8日，通城县委从各个部门选派了一大批
党员干部充实到城发集团一线。通城城发持续推进“两
学一做”“党史学习教育”和组织“城发大课堂”、七一表
彰大会、民主生活会、高管研修班、主题演讲比赛等活
动，成立企业发展研修院，与中南财大校企合作，通过
不间断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党员干部宣教活动年度有
主题、季度有课题、月度有专题，全方面多角度提升干
部职工的规矩意识和法纪意识。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改革完善薪酬体系，以绩效考核为“指挥棒”，
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急难险重任务中培养、锻炼、发现人
才。

5月13日，通城县全面启动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工
作，让全县群众喝上更安全可靠的放心水。城发集团下
属企业水务集团负责对乡镇水厂进行接管。“这是重大
民生工程，必须按进度高质量完成。”城发水务集团负
责人，带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坚定地推进接管协调工
作，提前完成了7个乡镇水厂接管，通城将全面实现农
村与城市“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城乡供水一体
化目标。

“项目在哪里，党旗就插在哪里;难题在哪里，党员就
在哪里。”通城城发集团坚持“党建强基，发展有力”，实现

党建与项目建设同频共振，100多名党员干部在项目一
线承担维修、建设、经营工作任务，让“党旗在工地上高高
飘扬”，其中16名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

荫山河是通城县内涝严重的河流，附近居民苦不堪
言。为切实解决群众难题，从2020年8月由城发集团下
属企业建工集团负责对荫山河改造升级建设，城发集团
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通过设立党员先
锋队、党员突击队等形式，让党旗飘扬在一线，日前该项
目抢在汛期前完成工程建设。

在6月28日，通城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面对突如
其来的强降水天气，住在城北片区的市民一觉醒来欣喜
地发现，作为曾今内涝严重的荫山河此次却水流平淌，安
澜无恙。周边居民纷纷为城发集团点赞。

近年来，城发集团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
命，坚决落实县委县政府民生项目安排。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如期完成了50个党群服务中心、5条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示范带等党建项目，全面完成了2个棚改安置
小区、3个老旧小区改造、2条水流域治理、2条省级出
口路、17个美丽乡村建设、2个城市公园、全县校车收
购运营、乡镇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接管运营等一大批
民生项目。同时，药姑山中医药产业园、鄂南农贸大市
场、中央文化商务区等一批省市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在新冠肺炎抗击战疫中，精锐尽出，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伟，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毅率队深入一
线，组织成立了110人的党员先锋突击队，投入百万余
元，为我县打赢疫情抗击战贡献城发力量。落实党员

“双报到、双报告”制度，组织169名党员、投入资金50
多万元，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红色物业、社区文明创建、
环境治理、疫情防控等活动，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2020年集团党委被市委市
政府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抗疫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

城发集团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
履行一岗双责要求，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抓在手上。创
新集中管党、集中管人、集中管钱三管机制，强化风险防
控和队伍建设。坚持教育预防筑牢思想防线，强化监督
检查防范于未然，执纪问责形成有效震慑。两年来党纪
政务处分28人，收缴违纪资金216万元。59人内部遴选
到合适岗位，27人被清退。退回不规范业务615笔，金
额1910万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系列活动，城发
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得到市、县纪委监委的一致肯
定。新华网、咸宁日报、清廉咸宁多次刊发城发集团管党
治党经验做法。

浪起潮涌、跨步高歌，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时代、
新起点、新使命，城发集团党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领导
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
优势、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国企高质量发展强根固
魂、凝心聚力。

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党建引领

与深化改革“双轮驱动”

坚持组织建设坚持组织建设

与制度建设“双向发力”

坚持干部选育坚持干部选育

与人才培养“双管齐下”

坚持建设发展坚持建设发展

与回馈社会“双翼齐飞”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与夯实基层基础“双轨并进”

风展党旗如画
——通城城发集团以党建引领改革发展纪实

通讯员 吴刚

近期，一项源自通城的典型经验引起了
国内城投业的广泛关注。

新华网刊发《“攥紧拳头”——通城投融
资体制改革“逻辑”》一文，对通城城发集团
改革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报道。

事实上，通城城发集团改革发展经验
2020 年就得到湖北省委改革办、省发改委、
咸宁市委改革办的充分肯定，并编发简报在
全省推广。

深化改革正引领通城城发集团登上历
史高点。目前，该集团呈现出班子勇于担
当，员工激情干事，业绩大幅提升的良好局
面。集团总资产近200亿元，是咸宁市资产
规模最大、业务板块最全、服务百姓最广的
县级国有企业。

“集团一直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的工
作思路，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型，着力
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
索出了符合通城特色的国企改革和城投转
型之路。”日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获得
者--通城城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伟阐
释了企业发展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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