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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水利和湖泊局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随州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抓实抓细筑堡垒 清水润随显担当
——市水利和湖泊局党建引领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叶苏 刘锋

【 阅读提示 】
库面碧波荡漾，河中清水潺潺，建管合力推进，

展现行业风采。

初夏时节，踏访我市部分河库及市直在建重点

水利项目看到，水利系统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巡河工

作常态化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强力攻坚，防汛抗旱未

雨绸缪，全系统齐心协力共奏推动水利工作高质量

发展“大合唱”。

坚持把党建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引领，近年来，

市水利和湖泊局认真贯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要

求，创新党建工作量化细化常态化规范化管理，推动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齐抓共管、同频共振，让党旗在

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一线高高飘扬，为加快新

时代水利改革发展筑牢了有力保障，为建设“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提供了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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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到下沉社
区进行疫情防控出随入随人
员信息摸排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

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

辟未来的一百年。”

为全面反映我市社会各界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打

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为歌颂全

市各条战线新业绩，为多视角、多维度展示全市各级各部门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新成果新成就，随州日报隆重推出“庆祝建党100周年

•神韵随州100个发展样本”大型专题宣传，今日刊发的是市水利
和湖泊局党建引领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纪实，敬请读者关注。

抓问题整改，促进作风转变。市水利和湖泊局坚持问题导
向，以各类问题整改为抓手，持续推进正风肃纪，机关、系统作风
状况明显好转。

全力抓好各级各类巡视巡察问题整改。其中，中央及省环保
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完成率 100%。省委第九巡视组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率 100%。省市县三级联动专项巡察问题整改率 95%，
剩下涉及改革问题正在加紧推进。

全力抓好各类审计问题整改。去年年初，市审计局《审计要
情专报》反馈市水利和湖泊局 5 大类 20 个问题，目前已整改完成
19个，另有 1个问题正在整改之中。积极配合市审计局完成了原
任局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审计，并针对审计指出问题
积极开展整改。

全力抓好各类专项整治问题整改。该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
批示指示精神为指导，制定下
发了《市直水利和湖泊系统作
风整顿提升工作方案》，围绕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减负、
民生水利、信访维稳等重点领
域，推进“转作风、优环境、促发
展”走向深入，各项专项整治任
务圆满完成。

全面落实重大项目派驻纪
检监察员制度。在市纪委监委
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指导下，该
局系统向 3 个市直重点水利工
程项目交叉派驻 3 名纪检监察
员。落实项目开工前廉政谈话
提醒制度，强化日常监督，对重
要建设节点、建设内容变更全
程参与，确保建设廉政工程、放
心工程。

促融合
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

市水利和湖泊局牢固树立“抓好
党建是最大政绩”“抓机关党建是本
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抓不好机
关党建是渎职”理念，把党建工作放
在各项工作首位，年初早谋划，年内
强督导，年末严考核，彻底扭转过去

“重业务、轻党建”的被动局面。
把准党建政治方向。该局引导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
求贯穿党建工作始终，时刻把水利工
作同党建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标对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已成为水
利系统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该局严格
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贯彻执行民主生活会、民
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2020 年共召
开机关党委会议 15 次，研究议题 18
个；组织局属 8 个党支部召开组织生
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召开
局党组民主生活会和市委巡察“回头
看”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来、实起来。

把党建日常工作做实、做细、做
规范，市水利和湖泊局积极探索，按
月、季、半年、全年四个时间段，加强
对局属各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现党
建工作量化、细化、常态化、规范化。

在今年 3 月底举行的 2020 年市直机
关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会议暨 2021
年市直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上，该局这
一创新做法在会上作典型交流。

去年，该局还完成了先觉庙水库
工程管理局、白云湖水利工程管理
局、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等 3 个
局属二级单位的党支部换届选举工
作。做好党员纳新工作，全年发展党
员 1 名，入党积极分子 1 名。做好红
旗党支部创建日常工作，对全系统 9
个党支部开展建设状况调研，按照红
旗党支部 20%、五好党支部 75%、后进
党支部 5%的比例进行评估分类，有针
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对策措施。

抓提升
强化作风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
的指南。市水利和湖泊局始终坚持
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创新学习
方法，注重经常性教育，推动教育学
习融入日常。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水
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

工作总基调，有效落实中央治水思
路，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实
现“十三五”顺利收官的基础上，努力
开创“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0 年，该局组织局党组中心理
论学习组集中学习 23 次、召开党组会
39次，专题研讨交流 2次，专题研究意
识形态工作 2 次；邀请专家、教授、市
委党校老师开展专题辅导 3 次；局机
关支部先后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 12 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书
班 1 期，组织观看先进典型专题片 4
次，警示教育专题片 3次。

——加强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的政
治理论学习。该局先后组织学习了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重要
论述，以及中共中央第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加强对以《党章》为重点的
党规、党纪、党法的学习。先后组织

学习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
内法规。

——加强对以张富清、杜富国等
为代表的先进典型的学习和我市相
关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通过学习
教育，市直水利和湖泊系统广大党员
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廉洁自律意识得
到了较大提升，不断重塑“清廉水利”
形象。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该局精心制定党史学习教育方
案，今年以来，通过集中组织系统学、
专家授课专题学、现场参观深入学等
方式，引导系统党员干部职工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将思想理论学习和党史学习教育向
基层延伸，向重点项目一线延伸，学
思践悟，知行合一。把学习向基层一
线延伸，该局系统落实开展项目开工
前集体学习、廉政谈话等制度，建设
平安工程、放心项目。

重学习
强化理想信念筑牢信仰根基

汛期来临，近日，市水利和湖泊
局负责人带队分赴各地及市直相关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对各地各单位水
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进行大检查，补
短板、堵漏洞，确保安全度汛。

该局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
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强化监测预
报预警。将全市各级水利和湖泊局
机关、乡镇水管站及大中小型水库防
汛责任人等重点防汛人员的手机号
码纳入全市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系统，
扩大预警范围。督促指导各地各单
位全面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加强物资储备和技术支撑。严格落
实汛期值班巡查、水库水雨情记录和
信息报告制度,完善水库监测预报系
统，严格汛期蓄水管理，突出抓好山
洪灾害防御，加强社会面宣传宣传，
努 力 提 高 全 社 会 主 动 避 灾 救 灾 意
识。突出抓好在建水利项目安全度
汛和河道防汛安全，确保河道行洪安
全。

同频共振，齐抓共促。市水利和
湖泊局将党建工作和水利业务工作

全面统筹、深度融合，强化水利项目
谋划和推进实施，履职尽责抓实抓细
行业管理，做到党建统领，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该局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十六字”治水方针，以“对上争
份额、对下优服务、对内激活力、对外
树形象”为工作主抓手，主动对接疫
后重整一揽子政策，科学谋划“十四
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全市水利系统
共策划储备项目 30 类 3000 余个，估
算总投资 202 亿元，投资额度是“十
三五”时期的 3倍。

将党建与水利重点工程有效结
合起来。市直水利项目工程建设坚
持一把手挂帅、大员上阵，把高质量
推进水利项目建设作为践行初心使
命的考场。市直三大水利工程建设
科学推进，领导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包
保推进。巡河护河、农村饮水安全补
短板等工作常态化开展，移民美丽家
园建设创新推进，水土保持、节水型
社会创建等工作有声有色。

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治理取得更

大成效。该局将党建与疫情防控有
效结合起来，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市直水利系统共选派 98 人次参
加一线防控任务，期间涌现出一大批
先进典型，为有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出了水利贡献。落实水利项目
建设疫情防控责任，常态化开展疫情
防控检查指导，扎紧防控“篱笆”。将
党建与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下沉
社区工作有效结合起来。按照市委
统一部署，组织 8个党支部 56名党员
同志下沉联系社区曾都区西城办事
处铁树社区，联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
和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单位与街道社
区党建互联互动。

全力服务“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建设。今年，该局将围绕“十
四五”规划目标，聚焦工作任务，
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业务工
作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当先锋
打头阵，在中心工作重点工作中主
动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以高
质量机关党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强认识
党建工作量化细化常态化

▲▲ 市水利和湖泊局组织赴田市水利和湖泊局组织赴田
王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现地教学王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现地教学

▲▲ 市委巡察组对市水利和湖泊局进市委巡察组对市水利和湖泊局进
行行““回头看回头看””回访督查回访督查

▲▲ 召开水利和湖泊系统党建及党风召开水利和湖泊系统党建及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 每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每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 召开市直水利和湖泊系统廉政教育
暨党员下沉社区工作会议

▲▲ 市直重点水利工程廉政谈话

▲▲ 到下沉社区进行环境清扫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各项工作起
好步、开好局，市水利和湖泊局结合实际，制定《市直水利和湖泊系
统 2021 年度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中央、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以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为着力点，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推进
正风肃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提供坚强保证。

坚持学党史悟思想。该局将引导党员干部潜心自学，原原本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定学习材料。局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组织党史专题学习不少于 4 次，举办一期不少于 3 天的学党史
专题读书班。各基层党组织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党史专题学习活
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讲一次专题党课，局党组成员和各基层党组
织书记带头讲党课。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参观，
开展现场体验教学。

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组织开展“八个一”活动，即召开
一次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参观一次红色教育基地、组织一次演讲
比赛、组织一次党史知识竞赛、举办一系列党史知识讲座、组织一次
红色主题观影、开展一系列“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一次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研讨。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于党史学习教育始终。强

力推进水利重点项目建设，常态化巡河治河，扎实开展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回头看，深入推进移民美丽家园创建，全面开展灌区水毁渠
道清理修复等工作，为改善水生态环境、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衔接、中稻粮食生产、文明城市创建等作出
应有贡献。组织广大党员立足做好本职工作，联企帮企、纾困解难
办实事，当好“店小二”，深化“双报到、双报告”制度，开展单位定点
帮扶和驻村帮扶，聚焦群众饮水等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困难办实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