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做的怎么样？ 各级党组织
消除基层党建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
情况如何？“三型两网”建设各项措施、“放
管服”改革措施、电力先行“九大行动”等重
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落地落实？ 坐在办公室
里都是问题，走下去就都是办法。

“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把调查研究作
为解决工作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国网湖
南电力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李生权在基层
单位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时说， 要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 充分发挥广大职工在公司
改革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坚持问题靶向，结合实际情况，国网湖
南电力党委列出调查研究 33 项主题，组织

党员干部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带
着问题摸实情、出实招。

要让调查研究这个“传
家宝”发挥作用，就必须像田
地里的麦穗，身子越低，分量
就越重，没有官架子，才能打
开话匣子，获得真实的情况。

“以前跟基层职工座谈时
总说都挺好，只是象征性地提
几个问题，这次感觉确实不一
样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
口气说了实际工作中的 10个

困难。 ”两天驻点调研行程，14个基层单位、
15个县级公司、26个基层班站，120个问题
和建议，党员干部轻车简从，同基层一线职
工同吃同劳动、同坐同交流，用脚步丈量了
民情，用行动消除了距离。

“除了要沉下去听，也要在单位内找、

请上来提、敞开门收。 ”该公司结合基层调
研，以“上下内外”四个视角全面征求意见
建议，全面提高检视问题工作质量，同时召
开调研成果交流会、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专题会议，深入交流、深挖根源、深刻剖析，
切实增强整改落实的政治责任感。

6 月的清晨， 国网湖南电
力党校自习室里， 座无虚席、
静谧至极。 窗外，树叶沙沙低
语；窗内，笔声沙沙作响。

“开展本次集中封闭学
习，就是为了给全体学员创造
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以便于
排除干扰、全身心投入。 ”抓好
主题教育，首要任务就是学深
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该公司利用一
周时间分阶段集中封闭，不请
专家授课、 不搞理论辅导、不
外出参观，组织党员干部静下
心、坐下来，逐章逐句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联系实际谈认
识体会、 差距不足和改进思
路。

学习不仅要静下来、学进去，也要
走出去、沉下来。 该公司将“初心课堂”
搬进红色教育基地、搬进报告厅、搬进
警示教育基地。

两个月前，毛主席纪念馆里人流如
织。 该公司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式在此
举行，机关本部副处级及以上党员干部
来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 瞻仰伟人风
采，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一个月前，该公司会议报告厅里掌
声不断。“我将坚守初心，立足岗位，坚
定不移地走好创新之路，用创新点亮万
家灯火。 ”“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张黎
明来到党员身边讲述初心故事、畅谈使
命担当，榜样的力量无不打动着在场观
众。

两周前，长沙监狱里肃穆安静。 该
公司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本部 110 余名
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走
进此地开展警示教育，切身感受高墙与
现实、禁锢与自由的巨大反差，坚定为
民务实清廉之心。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教育的价值
在于行动。 如何强化学习运用、检验学
习效果？ 在 6 月底 7 月初应对湖南暴雨
洪涝灾害的防汛抗洪一线，在首届中非
经贸博览会及“2019 央企走进湖南”活
动保电现场，在连日来迎峰度夏高温保
电时期，国网湖南电力那一抹红成为了
最靓丽的风景。 该公司党委把急难险重
任务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检
验学习成效的重要考场，要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提高站位、 全力以赴，担
关键任务、做先锋模范。 水退到哪里、电
就送到哪里，24 小时不休不眠加强保电
设备巡视， 高温下检修 19 个小时……
共产党员服务队火速集结，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以最快速度恢复了 240 余万用
户供电，以最高标准实现了“设备零故
障、客户零闪动、工作零差错、服务零投
诉”的保电目标，以最优服务保障了广
大市民清凉一“夏”，他们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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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如果问题列
了一大堆，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在整改
环节打了折扣， 到头来工作只会是隔靴搔
痒。

查是基础，改是关键。 如何改？
超前部署、改早一步。不等不靠迅速成

立“一拖三”的主题教育领导机构，趁热打
铁出台整改落实和专项整治“两个工作方
案”， 创新同步建立清单台账滚动修编等
“六项工作机制”， 第一时间梳理形成首批
边学边查边改问题清单。

精准发力、改严一点。围绕中央列出的
8 个方面开展整治，找准整治切入点，制订
专项整治子方案， 明确 73 个工作重点，对

突出问题能改的立即改，一时整改不
了的盯住改、 限期改， 坚决杜绝
“烂尾工程”。

动真碰硬、改实一层。 将
整治情况纳入干部预警管理，
发布预警工作 25 项，预警处
级干部 11 人次。 制定《深化

“服务型” 本部建设管理办
法》，推行本部“首问负责制”，
建立本部员工退出机制，铁腕
整治倒逼服务基层水平提升。

截至目前， 共发现问题
32 条， 制定整改措施 91 项；
已完成整改问题 11 条，完成

整改措施 56 项；出台规章制度 16 个。 制
定为基层减负措施 38 项，发文数量同比压
降 25.9%，会议总量同比减少 40%，个别部
门年度考核指标下降 50%……一组组跳
动的数据，折射出整改落实的成效。

“这么热的天，这么大的工程量，没想
到这么快就完成了！”成效不仅要体现在企
业内部的管理上、干部职工的感受上，更要
呈现在推动发展的举措上、 人民群众的笑
脸上。

电网更坚强，电力更强劲。 投资 1008
亿元大力推进电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为全省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电力保障。 持续推进长沙电网
供电能力提升“630 攻坚”，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长沙电网整体供电能力达到 800 万
千瓦，较未启动“630 攻坚”之前提升 26%，
有力确保广大市民清凉过夏。

能源更清洁，环境更优美。 落实省委、
省政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
求，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做好光伏、风能等
新能源并网服务， 新能源并网规模同比增
长 28.2%。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最大限度保
障新能源、小水电等省内清洁能源发电，清
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54.9%， 占全省发
电量 56.1%。积极消纳省外低价清洁能源，
减少省内污染排放， 多措并举让湖南天更
蓝、水更绿、环境更优美。

服务更优质，群众更省心。配合制定一
般工商业降电价措施， 降低目录电价 6.87
分 / 千瓦时，推动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大力
推行“三省”“三零”服务，试点应用业扩全
流程管控平台，高、低压用户接电时长分别
下降至 52 天、2.5 天， 节约客户办电成本
3.12 亿元。持续深化“互联网 +”服务，老百
姓足不出户即可缴纳电费。

扶贫更有力，乡村更靓丽。 立足电力
行业特点，积极服务全省脱贫攻坚，全力
打好贫困村电网改造、 光伏扶贫并网结
算、驻村帮扶“三大攻坚战”，帮扶 82 个
贫困村脱贫、41795 人脱贫出列， 累计为
贫困户带来 1.73 亿元“阳光财富”。 践行
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启动新一轮农网改
造，确保年底全面竣工，为乡村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行程万里不停步，重任千钧再出发。
第一批单位主题教育已接近尾声， 但对
于初心和使命的“赶考”未有穷期。 国网
湖南电力党委将始终高擎初心和使命的
火炬，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再洗礼、
初心再觉醒、 使命再升华、 忠诚再淬炼
中， 迸发出加快建设国网一流能源互联
网企业的磅礴力量，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初心如炬 电耀三湘
———国网湖南电力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如同高擎的火炬一般，指引国网湖
南电力广大党员干部，秉持“人民电业
为人民”宗旨，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
心。

盛夏时节， 走进国网湖南电力本
部大楼，偌大的楼宇显示屏上，滚动播
放着各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工作情况； 红色故事分享会
的激昂旋律， 不时从远处的会议室里
传入耳畔；在一旁等候电梯的员工，正
围绕支部微信群推送的平“语”近人天
天学、刷屏“学习强国”内容等展开热
烈讨论……室内浓浓的主题教育氛
围，就如同这室外盛夏天气一般火热。

“作为第一批参加主题教育的单
位，应该带好头、作表率，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各项工作。 ”国网湖南电力党委
书记、 董事长孟庆强强调，“要把初心
转化为工作的决心， 坚持人民电业为
人民，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
题，供好电、服好务，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高效率部署、高
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国网湖南电力
党委聚焦目标谋划、结合实际发力，不
断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潇湘大地、三湘四水，国网
湖南电力党员干部在寻根问本中感悟
初心、践行初心，在学思践悟中担当使
命、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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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由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国网湖南电力领导班子成员、副总师、本部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到韶山参观学习，重
温入党誓词。

▲湖南省劳动模范、国网湖南电
力员工覃道周在公司“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 年———最 美 国 网
人” 先进事迹报告
会上宣讲。

▲迎峰度夏期
间， 国网湖南电力
员工开展带电引接
作业。

▲

全国
劳模、 国网
湖 南 电 力
“最美驻 村
扶贫第一书记”
张国强 了 解 客
户用电需求。

▲

迎峰
度夏期间 ，
国网湖南电
力员工为客
户更换三相
电表。

国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为城陵矶新港安装港口岸电装置，助力建设绿色良港。

国网湖南电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建设
“三型两网”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