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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履责

水电十四局

股份公司

重申纪律要求
确保廉洁过节

本报讯 春节前夕，股份公司纪委
印发通知，重申
“十五个严禁”纪律，要求
各子企业和总部各部门强化管党治党责
任，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和隐形变异
的“四风”问题，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坚持不懈正风肃纪，确保春节期间
风清气正、党员干部清廉过节。
通知重申了廉洁过节的纪律要求。
春节期间，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既带头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有关纪律要
求，又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纠“四
风”、树新风，形成“头雁效应”，带动
广大党员干部清廉过节。要督促所辖单
位的党组织认真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有
力措施，盯住本单位易发多发环节和隐
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确保节日期间

风清气正。要严守“十五个严禁”，坚
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狠刹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持续巩固“不
敢”氛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
潮，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
通知强调，各级纪委要在节前约谈
财务、公务接待、公车、食堂、接待场
所等管理部门负责人，督促落实监管职
责，把好第一道关口；要立足本单位和
自身职责范围，以明察暗访、 突击检
查等多种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形成有力
震慑；要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完善节日
期间值班、报告和督办制度，加大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力度，不断传导压力，持
续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对不敬
畏、不在乎、屡教不改，尤其是具有主
观故意、情节严重的，依规依纪依法从
严从重处理。
（纪委办）

本报讯 1 月 28 日，水电十四局承
担的国家扶贫重点项目——怒江易地
搬迁安置建设工程，在沪水市马俄河
安置点整体移交，喜迁新居的贫困户
兴 高 采 烈 ，齐 声 欢 呼 。 从 此 ，1379 户
5205 名当地傈僳族贫困群众，彻底告
别“竹篱为墙、柴扉为门、茅草为顶、千
脚落地”的木楞房、杈杈房、吊脚楼，搬
进了宽敞明亮的永久住房，开启了“走
出大山奔小康”的幸福新生活。
山高坡陡、道路崎岖的云南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地处缅滇藏结合部，是
集“边疆、民族、贫困、宗教、山区、直
过”为一体的典型代表，全国深度贫困
“三区三州”地区之一。因地制宜，易
地搬迁散居在高山峻岭中的贫困人
口，是怒江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
和标志性工程。
自 2007 年以来，水电十四局勇担
央企社会责任，按照电建集团相关要
求，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帮扶长效
机制，定点、定时、定项目投身怒江脱

贫攻坚主战场。在全面开展“领导挂
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的同时，

发挥企业施工管理、技术及融资优势，
承担起泸水市 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的施工建设任务。
2018 年 4 月 13 日，水电十四局与
怒江泸水市正式签订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建设 EPC 总承包合同。工程建筑
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包括住房 1181
套、商铺 74 间，以及 4079 米江堤砌
筑。
“ 工 程 规 模 不 算 太 大 ，但 位 置 特
殊。可以说，我们承担的是全市易地
搬迁安置建设中最艰难的施工任务，
啃的是最硬的骨头，”项目经理曹顺玉
说。在工程建设中，项目部面对任务
重、工期紧、要求高等压力，克服物资
匮乏、交通运输条件差、边规划边设计
边施工等困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迎难而上，不等不靠统筹安排，超前采
购、超前储备，时间倒逼、任务倒逼、责
任倒逼，严守质量安全“红线”，以攻坚
态势、攻坚节奏，高标准、严要求快速
施工，保证了工程建设按期完工，在新
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向党和政府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冉路超 张建斌)

电建海投公司

山东电建一公司

南欧江一级电站与移民新村共度老宋族新年

拧紧节日
廉洁“发条”

本报讯 节日前夕，山东电建一公
司纪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
施细则精神和股份公司纪委关于元旦春
节期间紧盯“四风”问题坚持不懈正风
肃纪的工作要求，针对节日期间易发多
发问题，采取提前部署、教育提醒、强
化监督等措施，时刻拧紧节日廉洁“发
条”不放松，保持纠正“四风”的高压
态势，确保“清廉过节”，营造风清气
正的节日氛围。
提前部署严要求，持续强化作风建
设。公司党委专门就节日期间的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作出强调和安排，要求全体
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
“四风”。要求各单位依法合规做好各项
工作，严禁用公款购买消费高档酒水、
香烟，严禁违规用公款购买节礼，严格
执行廉洁从业各项规定，严禁违反公务
接待规定，做好节日期间公车管理及封
存工作，严禁公车私用。
及时提醒早教育，筑牢廉洁过节意
识。节前，公司纪委专门下发了 《关于
2019 年元旦春节期间紧盯“四风”问
题坚持不懈正风肃纪的通知》，要求各
单位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重申“十五个严禁”纪律要求，为廉洁
过节拧紧“安全阀”。公司所属各单位

怒江易地搬迁安置建设工程整体移交

节前召开廉政专题会、集体谈话会等，
向党员干部“发信号、打招呼、提要
求”，教育、提醒党员干部节日期间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增强党纪政
纪观念和廉洁过节意识。
加强宣传鸣警钟，营造清廉过节氛
围。通过“清廉铁军”微信公众号向党
员干部、重点关键岗位人员发送廉洁提
醒案例，通过公司内网发布中央纪委公
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
题、山东省纪委通报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典型问题等案例，划红线、敲警
钟，督促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守纪律、讲
规矩、明底线、知敬畏。
敢于监督强震慑，坚持不懈正风肃
纪。节日期间，该公司各级纪检监察人
员以明察暗访、突击检查等多种方式开
展监督检查，形成有力震慑；畅通监督
举报渠道，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开设监督
举报专线、举报邮箱，已成为节日期间
纠“四风”的常态做法，织密群众监督
之网，激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主
动性。公司纪委结合实际，紧盯突出问
题，强化监督检查，对节日期间顶风违
纪、触碰“红线”的人和事快查严办。
加大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力度，不断传导
压力，持续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
(张 彬)

本报讯 1 月 18 日是南欧江一级
电站库区惠娄移民新村老宋族的传统
新年，同时也是移民新村乔迁一周年
纪念日，一级电站项目部受邀参加上
述节日庆典。
在村民组织的庆典现场，
惠娄村村
长代表惠娄村对南欧江一级电站项目
部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表
示，
中国电建为惠娄村村民建设了美丽
的新村，
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村委办
公室和寺庙，
极大改善了村里的生产生

活条件，电站开工至今，为惠娄村民创
赏。随后，在巴乌县政府领导代表及
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乔迁至新村已有一
全村人民的见证下，惠娄村村长向一
年，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级电站项目部颁发了感谢状。
村民对未来生活更有期望，
感谢中国电
一级电站项目负责人对巴乌县政
建、感谢发电公司，惠娄村愿意继续全
府代表及惠娄村村民致以新年的祝福:
力支持电站建设工作。
“很高兴能参加惠娄村的新年庆典，我
巴乌县副县长代表县政府对南欧
代表一级电站对惠娄村全体村民致以
江一级电站在解决劳工就业、改善当
新年的问候，在新的一年里，祝福大家
地民生和带动地方经济方面所做的努
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村民们
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一如既往地
能继续理解和支持一级电站的各项工
支持当地传统文化交流表示高度赞
作，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一

湖北工程公司

电建建筑公司

十年情暖山区校园

本报讯 日前，湖北工程公司所属的湖
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勘测党支部
开展大树垭小学爱心助学活动，为山区的
孩 子 送 去 爱 心 物 资 并 设 置 了“ 育 才 奖 学
金”，践行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爱心帮扶，已经持续了将近 10 年。10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设计院勘测线路终
勘队伍在恩施一条线路工程附近发现大树
垭小学，那里的孩子质朴纯真，有着一颗勤
奋好学的心，但是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孩子
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于是就开始
了勘测党支部对大树垭小学连续 10 年的爱
心帮扶。
今年，勘测党支部通过支部内部的募
捐，将筹集的 3200 元设置为大树垭小学
“育才奖学金”，用于资助和激励那些贫困

级电站的建设。”
老挝琅勃拉邦省巴乌县惠娄移民
新村位于南欧江一级电站右岸库区
内，在移民新村及电站建设工作中，南
欧江一级电站项目部充分尊重当地村
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村民和谐相处，
受邀参加当地组织的各类庆典活动，
并为学校和学生捐赠教学物资，助力
当地教育发展,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企
业形象，为电站各项建设工作的平稳
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闭秋丽)

农民工揣“卡”回家过年

且好学的学生。同时，开展了“爱心寄
语”活动，在支部党员中公开征集励志名
言，并将其制作为海报，用于指引学生学
习和奋斗，支部还精心挑选了适合小学生
的课外读物。
下一步，勘测党支部将继续进行大树
垭小学的爱心帮扶，爱心助学的目的，一
是为了减少贫困学生在经济上的困难，二
是为了给他们心里种上一颗希望的种子，
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充满关
怀，让他们知道大山之外有着美好的世
界，希望他们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将来报效
祖国！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年
爱心情暖山区校园善举，树立了“中国电建
湖北工程”品牌形象。
(魏 鑫)

本报讯 日前，电建建筑公司佛山泛悦公馆项目部邀请了几位客
人，他们是中国建设银行顺德君御花园支行的 6 名工作人员，来为项目
劳务人员办理工资卡。
项目部会议室被布置成临时办理场地，安全部门、财务部门的人员
协助银行工作人员为各劳务队伍工人复印身份证、填写申请表，有条不
紊地办理银行卡。
“这张卡免费，回老家用也不收手续费，大家的工资以后按时打到卡
上”
“路上不用带现金，春节坐火车回家也方便。”工作人员的解说让劳务
人员的脸上流露出开心的笑容。一位身份证过期几个月的工人，得知暂
时不能办卡，神色黯然，项目部人员一边安慰他，一边承诺，会帮每个人
都办好工资卡，
让进入现场工作的每一位工人都拥有自己的工资卡。
此次节前劳务人员工资卡办理，既是用工实名制工作的关键节
点，也是佛山项目部利用春节假期调整用工为节后施工夯实基础的重
要一环。
为劳务人员办工资卡，看似一件小事儿，却标志劳务实名制管理工
作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亚 靖)

“
“炖鱼翁”请客记
刘向晨 杜 菲
那怎么可能！
“ 祖祖辈辈在江边住，在江
一
二
上过活，听到要搬迁，
阿兰老汉第一念想
67 岁的阿兰老汉，是老挝南欧江上
2013 年，刚来到南欧江畔时，沈辉
就是不愿意，要不是村长在身旁，
他甚至
打渔人。
是一句老挝语都不会，但领导却把他安
想抽出腰刀，下逐客令。
发源于中国云南省江城县与老挝丰
排在每天需要跟村民
“面对面”的移民征
但“ 异 乡 人 ”却 似 乎 早 有 心 理 准
沙里省接壤地区的南欧江，
汹涌澎湃，
奔
地办。
备。一边笑着拉着阿兰老汉坐下，一边
腾不息，是湄公河左岸老挝境内最大的
在国内，移民征地是天下“一等一”
从随身的挎包里，
拿出了一叠相片。
一条支流。
的难事，在老挝同样是这样。南欧江梯
“阿兰大哥，
你不用激动。南欧江是
阿兰老汉祖祖辈辈都在这条江上
级水电站是中资企业首次在境外获得整
母亲河，我们和你一样，
都很珍惜她。我
“讨生活”。江里盛产一种湄公鱼，体态
条流域开发权，也是老挝政府重点打造
们建水电站，水还是往常一样淌，
山还是 “东南亚蓄电站”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长，肥美异常，运气好的时候，阿兰一
像过去一样绿，
鱼还是像以前一样游，
等
天能打上二三十斤，拿到周边村寨卖钱
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有了电，
咱们的村和每个人的日子就有
补贴家用。
然而，
村民或许并不关心这个，
更关
但每到逢年过节，从江里打来的鱼， 个大变样。”
注的是这个电站给自己生活带来什么影
说着，“异乡人”把一搭照片交到
阿兰老汉不舍得卖掉，就炖上一大锅最
响和变化。中国电建为村民搬迁、补偿
阿兰老汉手里，给他介绍道：“您看， 以及民生改善，
擅长的鱼汤，招呼一家老小和亲朋友好
制定实施了诸多措施，
做
这是我们电站的效果图，虽是建设 7 座
友围坐在一起，享受这一年里难得的美
了大量工作，这些都需要沈辉和他的同
电站，但只需一个水库，淹没的很少， 事们，
味，这也是阿兰最幸福的时刻。
一个村一个村去谈，
一家一户去讲
因为阿兰老汉鱼汤炖得好、炖得香， 只有部分最沿岸的村庄搬迁。我们公司
……
给大家免费建的移民新村大多采用就近
人又热情，村里人都喜欢称呼他为
“炖鱼
不到两年的功夫，在工作需求的高
安置的方式，基本不影响村民原先的生
翁”
。
度 强 压下，沈 辉 的老挝 语已 经说 得很
计方式。您看，这是临近国道 13 号公 “溜”了。为了能和村民走得更近，每到
守着南欧江和江边的三亩稻田，阿
路，刚建成投用的哈克村的照片，咱们
兰老汉风里来雨里去，不敢有片刻地停
一个村民家，沈辉喜欢身着当地的民族
歇，却只能勉强维持一家 6 口人的生计。 的帕景移民新村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建
衫，穿着拖鞋，再加上一年多的风吹日
设。”
阿兰老汉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清贫冗
晒，
跟老挝人已无违和感。
一席话语，说得阿兰老汉将信将疑，
长的岁月。他所在的村子叫帕景村，祖
“老挝民风淳朴，社会安定，我们建
一张张照片，看得阿兰老汉停滞了眼神。 设电站就是要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切切实
祖辈辈，几十户人家，百十号人，守着
过去哈克村是同样的贫穷闭塞。对
大江，面对群山，茅草房透风漏雨，电
实的好处和实惠。”所以，项目公司对于
于哈克村的变化，
阿兰老汉是有所耳闻
灯电话还没有普及，村民出行主要靠木
移民搬移，执行的是最高标准和最大的
的，听说搬进了新村，
通了电，
修了路，
日
船。
优惠，
这让沈辉在做工作时，
有了十足的
子好过了许多……
可再平静的湖面，也会有泛起涟漪
底气和自信。
但这一切，都只是听说。
的时候。一天，村长带着一个“异乡人”
3 天后，一辆中巴停在了离帕景村 1
“异乡人”看出了阿兰老汉的疑惑： 公里外的公路上。阿兰老汉和其他 4 个
来到了村里。
“这些照片就算是一个证据，留在您这
“沙拜迪，嗦迪”
（你好，好运！
）
村民，
第一次坐上舒适的汽车，
整天在江
里，以后对照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上、山里讨生活的阿兰老汉，
“异乡人”一张口，阿兰老汉却有点
沿着新修的
下个星期，我们有车过来，
邀请村民到电
蒙，
“异乡人”说着有点不太正宗的老挝
柏油路，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变化的这么
站和哈克新村坐客。”
语，但勉强听得懂。
大。
临走时，
“ 异乡人”把联系方式留给
守着堂火，三个人席地而坐。果不
5 年前，阿兰老汉去哈克村，坐船加
了阿兰老汉，让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
其然，来访者不仅是“异乡人”，还是“异
坐车，
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现在有了柏油
时联系他。
国人”——他来自中国。
路，
半个小时的功夫就到了。
这时，阿兰老汉才知道“异乡人”叫
可水还没喝两口，话还未过十句，
阿
新村是啥样，
他只在照片见过，
在梦
沈辉，是中国电建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移
兰老汉腾地就站起来了。
里见过，
当真正置身其中的时候，
阿兰老
“啥？要在江上建电站，还要搬家？ 民征地办的负责人。
汉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整洁的路面，

漂亮的楼房、还有诊所、学校、庙堂……
如果真像沈辉和村民们说的那样，
自己和家人一年后也可以搬到这样的村
子里……
或许是清贫的日子过得太久，阿兰
老汉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一边走，一
边看，一边听，这只是幸福大门门缝里
投射出的一丝光亮，已经照得他目眩神
迷了。
听村民们说，房子是新的，是大的，
挣钱的门道也多了。除了新规划的橡胶
林和咖啡园，农闲时村里很多人在电站
工地上班，有的学电焊，有的做司机，有
的直接在村里开了超市，或在工地旁开
起了饭店、杂货铺……
阿兰老汉把沈辉拉到身边，再次确
定，
沈辉说：
“中国央企，
中国电建是讲信
誉的公司，
我们说到做到。”
“如果你们真能做到，到那时，我就
请你吃我炖得鱼汤。”阿兰老汉也打下了
包票。
“那好，
咱们一言为定！”
3 天后，在自家茅草屋里，阿兰老汉
在搬迁协议上签上了字。

三
盯着自家水缸里那条硕大的湄公
鱼，
阿兰老汉常常会陷入沉思。
去年，
水电站建成了，
他也和家人一
起搬到跟照片里一样的帕景移民新村。
让阿兰老汉打心眼里高兴的是，山
还是那样绿，
水还是那样清，
江里的鱼还
是那样的多，
那样畅快地游。
现在，他每周还会去南欧江上打上
一次鱼，但他再也不拿去卖钱补贴家
用，因为他现在和妻子在村里开了小卖
部，往城里贩卖土特产，再加上中国电
建即将启动生计恢复工程，为其免费提
供咖啡种苗，收入会越来越高，打渔不
再是必须，而成为一种对过去岁月的纪
念。
当一个月前，阿兰老汉把这条肥美

阿兰老汉(右一)在自家开的小卖部前跟中国电建移民征地
办工作人员交谈。
的湄公鱼拖上岸时，突然想到了 3 年多
前他曾经跟沈辉的那个约定。
一切步入正轨，
如常所愿，
是到了兑
现诺言的时候了。
到家后，阿兰老汉把鱼放养在自家
的大缸里，便开始翻箱倒柜找沈辉的联
系方式。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又刚搬家不
久，那张纸片已无处找寻。手机是搬到
新村后才买的，没有来及存沈辉的手机
号，上次见沈辉还是在移民新村搬迁的
时候，沈兄弟和他的中国同事开车过来
帮忙搬家。
鱼已准备好了，人却怎么也联系不
上了。
人家沈兄弟说到做到，咱不能言而
无信。阿兰老汉决定第二天到附近的中
国水电站去一趟。
沿着南欧江，
沿着新铺的柏油马路，
摩托车的马达轰鸣，阿兰老汉的心情也
从来没有如此爽朗过，他欣喜于南欧江
的变与不变，
更期待着跟沈兄弟的重逢，
邀他到自己的新家里尝尝自己的手艺
……
二级水电站的项目营地古香古色，
与大山融为一体，
高高的旗杆上，
中老两

国的旗子在迎风飘扬。
电站的中老员工热情接待了阿兰老
汉，
却唯独没见到沈兄弟的身影。
原来，
随着新村的投入使用，
沈辉的
前期民事协调工作完成，已经调离二级
电站，去往 100 多公里外的三级电站，迎
接新的工作去了。
但沈辉在临走前，跟他的中老同事
们一再交代，
要跟踪服务好帕景新村，
继
续帮着阿兰和乡亲们向着更美好的日子
奔。
阿兰老汉听完，
心情落到了谷底，
眼
眶里的泪珠一个劲地打转……
他埋怨沈兄弟为啥不辞而别，更后
悔感慨是自己还抱有戒心，当初的承诺
没有早一天去兑现……
圆月当空，
清风袭来，
夜幕下的帕景
新村陷入一片宁静和安详。
阿兰老汉拿出手机，拨通了沈辉的
电话，
他想让这美丽的约定，
就像那南欧
江水一
样，永远
流 淌 下 “一带一路”
去……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