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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公司到孙耿街道董家村开展中秋节慰问活动。

撸起袖子加油干 供水领航勇当先
济阳区自来水公司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通讯员

王德彬

王秀莲

加强党建建设
提升思想境界
深入开展纪律教育活动。
长期以来，区自来水公司高度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
机遇，始终坚持以抓好思想政
治工作作为保持正确发展方向
的重要抓手。自今年3 月以来，
相继开展了“我问你答”、集中
观看廉政教育片、集中测试、警
示教育、编印《济阳供水》——
—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专刊
简报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将纪律教育活动与供水工
作紧密结合，以严明的纪律促
进工作开展，将活动效果转化
为实际工作成效。确定每周五
为 集 中 学 习 日 ，拿出半天时间
进行政治理论集中学习，
每月开
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同时以点
带面，
由党员和中层干部组织科
室职工开展学习，
使政治理论学
习常态化、全覆盖。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切实增强
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纪律教育学习指引供水人
奋进前行。在近3个月的纪律教
育活动学习中，不管是抄表收
费、管线巡查、管道抢修、还是
热线接听；不管是上夜班，还是
白班，不管刮风下雨，供水人依
旧坚守着供水阵地，用满腔的
热血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
着。尤其是5月9日，为配合市政
工程建设需要，自来水公司实
施了沟杨水源地至城区输水主
管道改造工程。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
齐心协力，在确保城区供水安
全、尽量减少对城区居民用水
的影响下，加班加点，克服种种
困难，在泥水中奋战，于当日上
午11 时完成管道对接，比预计
工期提前了6个小时。
10月13 日上午，太平PVC
φ5 0 0 供 水 主 管 道 被 村 民 在 挖
藕时不小心挖断，造成了农村
供水中断，也无法向城区供水，
情况紧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组织维修人员立即展开抢修。

随着济阳撤县划区不平凡的跨越发展，区自来水公司紧紧跟
随区委、区政府和水务局的决策部署，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担当，以
服务经济发展和民生为中心，紧抓安全供水不放松，以党建促工
作，深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供水服务水平，为济南北部
新城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水管网的日常巡查力度，巡查
每一条道路，每一根供水管道，
最大力度的减少和杜绝供水事
故的发生。
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活动。
安全生产作为供水事业的头等
大事，更是区自来水公司安全
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为确保
供水安全，公司制定了相关安
全生产措施：一是积极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公司所
有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
防卫自救、逃生能力，防患于未
然。二是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
人员定期到各水厂、水源地对
水泵、配电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及时提出整改方案，确保供水
生产安全高效运行。三是公司
制定了水源地、水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应对处置
突发事故，确保供水安全生产
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凝心聚力促发展
10月13日太平水厂抢修供水管道现场。

太平水厂工作人员不顾水深、
泥泞、水寒，在泥水中奋战，汗
水、泥水湿透了衣衫，中午饭也
顾上吃饭。在他们的忘我工作
中，供水管道于下午17 点修复
完毕，恢复了供水。

加强基础建设
确保供水无忧
全力保障安全供水。近年
来城区用水量不断增加，年初
供水形势持续紧张，区自来水
公司通过加强水源调度、强化
设备维护等措施，克服重重困
难，全力满足经济社会和民生
用水。
年初为了确保沟杨水源地
的运行安全，并做好稍门平原
水库水源切换过渡工作，实施
了沟杨水源地水源置换过渡改
造工程；为提高太平水源地原
水处理能力和处理质量，完成
了太平水厂除铁除锰设施更新
改造，农村供水质量得到明显
提升。两项改造工作巩固和提
升了原水安全保障。稍门平原

水库向城区供水逐步完成水源
转换，困扰济阳发展的水质、水
量问题迎刃而解，开启了济阳
供水新局面。
全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按照年初区委、区政府确定的
工作部署要求，区自来水公司
针对所承担给水管网新建工
程、供水管网改扩建工程、水厂
改扩建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全
面展开施工建设。工程建设中，
公司高度重视，抓紧组织施工，
抢抓施工进度，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坚持每天一巡查、每周一
调度，并抽调精干力量分片盯
守推进。施工人员克服工期紧、
任务重、技术人员少等困难，加
班加点，放弃节假日休息，踏实
工作、忘我奉献，确保了各项工
作高效开展。
加大供水管网巡查力度。
针对今年区委的总体市政建设
施工部署，雨水、污水、给水管
网同步建设，为更好地保护好
供水管线的安全运营，安装队
的维修人员在做好供水管网的
维护外，稽查科也加大了对供

大力弘扬企业精神，彰显
思想政治正能量。在日常工作
中，区自来水公司注重立典型、
树标杆，通过建立四德榜、供水
简报以及推荐参与“身边好人”
等先进评选活动等途径，大力
宣传思想进步、成绩突出的先
进人物、先进事迹，在公司内营
造出向标杆看齐、人人争当先
进的浓厚氛围，并取得了良好
效 果 ，期 间 涌 现 出 了“ 济 南 好
人”李庶东同志；济南市第一届
文明家庭获得者柏方红同志；
“十大孝星”孟秀兰同志；
“最
美家庭”王秀丽家庭；成为供水
人努力工作学习的榜样。
今年1月10日，区自来水公
司服务大厅被山东省城市建设
管理协会、城镇供水排水分会
评为2017年度山东省城镇供水
3月8日，济北水
工作先进集体；
厂被济南市妇女联合会评为
2017 年度“巾帼文明岗”，同时
被授予县级“巾帼文明岗”荣誉
称号；3 月13 日，公司被济阳县
人民政府评为2017年度政务信
息工作成绩突出先进单位；10
月11 日，公司被济阳区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济阳区老龄工

作委员会评为济阳区第三届
“敬老文明号”荣誉称号……
创建多渠道宣传平台，巩
固思想文化建设阵地。
《 济阳供
水》自2008年1月1日创办以来，
共编印了199期简报，逐步成为
开展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阵
地。除了常规内容外，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互动、
“ 两学一
做”、纪律教育、
“ 大学习、大调
研 、大 改 进 ”等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中，开辟专栏或编印专刊，部署
活动安排，传达活动精神，编排
活动知识，为干部职工参与活
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保障了
各项学习活动的效果和质量。
同时，充分利用新媒体平
台，建立了微信公众号，除了便
民服务栏目外，推送思想文化
工作相关内容和活动动态，为
干部职工开展思想政治学习提
供了更多的渠道。
开展文娱活动，培养爱国
情操。为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广
大供水职工的爱国情操，区自
来水公司积极组织，精心策划，
相继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
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活动；并
相继开展了水务系统庆“三八”
娱乐健身活动；积极参与共建
单位银山社区举办的“诵读红
色 经 典 ，不 忘 奋 斗 初 心 ”朗 读
会；走进银山社区，为小朋友们
讲述《节约用水，从我做起》的
社区儿童教育篇等活动，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干部职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积极开展致力脱贫富农攻
坚战活动。孙耿街道董家村自
2015 年8 月与区自来水公司成
为一对一帮扶对象，3 年多来，
公司多次组织党员到该村进行
走访慰问、帮助贫困户打扫卫
生、建设文化广场、修路、修桥、
修路灯、修建村内自来水管线、
建立直饮水设施……通过一系
列帮扶活动开展，
该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饮 水 条 件 得 到
改善，村内环境得到提升，各项
目被引进，集体收入逐渐增长，
2017年5月被
村民越来越幸福。
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
为2017年度市级文明示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