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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AttentionAttention

□ 覃君松 鄢汉科 邹 敏

电是现代文明的“血液”。三相

电力的红、绿、黄（金）色标，构筑了党

和人民电网事业的精神底色。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国家电网公司

党组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

要求，贯彻湖南省委关于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决策部署，积极承担

“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的公司使命，着力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企业宗旨，以文明实践“电”

亮乡村振兴之路。

发挥优势
试点建设勇担当

“要全力以赴推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孟庆强要求，按照“建机制、建队伍、

建阵地、强实践”的思路和“试点先

行+全面覆盖”两步走的路径，积极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国网路径。

对于电网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没有现

成经验。突出党建引领，立足电网特

征，发挥行业优势，是公司探索实践

找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重要成果。

公司发挥各市州供电公司、121

个县级供电企业和793个供电所的

组织优势，上下贯通建设市县所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和实践站三

级体系。发挥“红色湘电之光”政治

文化馆、十大红色教育基地和52个

红色教育联系点以及各标准化党员

活动室、服务窗口和宣传栏阵地优

势，点面结合形成“十百千”三类阵

地，打造线上线下文明实践阵地集

群。发挥党员数量大、比例高、素质

强的队伍优势，全域覆盖建优“百千

万”三级队伍，形成了东方红共产党

员服务队带头、青年志愿者积极参

与、供电所员工常驻的工作格局。

“你们率先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是国有企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的有力举措和生动实践。”邵阳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光荣为国网邵

阳县供电公司点赞。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是公司党委不断探索实践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发挥各级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企业宗旨的新举措，得到了社

会广泛好评。

红色铸魂
锻造文明传送带

红色，是国有企业的本色，彰显

着国家电网的政治责任。公司着力

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高举伟大思

想旗帜，发挥政治文化引领作用，引

导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坚持“同功降压”，把党的创新理

论和政策传递到群众脑中。公司省

市县三级“湘电求是讲堂”开展活动

200余次，用广大群众听得懂、愿意

听的话广泛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党的

电力政策。

“1度电可以洗50公斤衣服，可

以看10个小时电视……而生产1度

电，需要6两煤呢！习近平总书记说

的‘双碳’目标，大家可以从节约用电

着手……”“国网楷模”“中国好人”

覃道周站在十几个高桥社区居民中

间，手里拿着《节约用电手册》进行宣

讲。“没想到咱们的一举一动与国家

大事都有关系啊！”居民们纷纷感慨。

“我们电力职校又开始招生了，

一毕业就可以在供电所上班，大家回

去后问问娃娃们的意见。”“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驻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谢历冰向村民介绍。“教

育+就业”扶贫是公司帮助贫困户解

决子女教育和就业难题的创新举措，

截至目前，已累计面向贫困县和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高考生招录937名“定

向就业”学生。

坚持“同频共振”，把党史学习教

育推送到群众心里。利用红色教育

阵地，依托“湘电求是讲师团”建设

“红喇叭”，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您看到的这些人物雕像，包括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

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湘籍革命家，

以及其他39位湖湘英烈代表，浓缩

了波澜壮阔的湖湘革命历史……”

“红喇叭”在“红色湘电之光”政治文

化馆深情讲述着。公司打造了融合

湖湘地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国家电网公司优秀

企业文化“四化一体”的政治文化馆，

2000余名党员群众在此接受了教育。

坚持“互联互通”，把文化文明活

动开展到群众身边。深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崇德三礼”

“文明三美”等活动，让职工群众获得

精神滋养。发挥公司21个全国文明

单位、59个省部级文明（标兵）单位

作用，举办“道德讲堂”“文化讲堂”等

活动，活跃繁荣乡村文化生活。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

照我心。”国网韶山市供电公司开展

经典红歌“快闪”活动，一曲曲红歌串

烧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唱响，游客

们纷纷停下脚步，跟着旋律唱起来。

绿色赋能
做好电力先行官

绿色，是清洁电力能源的基色，

体现着国家电网的经济责任。公司

着力当好电力先行“引领员”，推动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电网建设让农业农村用电强起来。

实施“党建+”攻坚工程，推动第二回

特高压直流入湘，建设南昌—长沙特

高压交流工程，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

能源保障。深化“党建+”向配网开

战工程，10千伏线路故障率同比下

降23.98%，10千伏配变平均停运时

长同比下降29.19%，配网低电压率

同比下降42.76%，乡村供电质量和

人民群众用电满意度不断提升。

服务乡村产业发展让群众富起来。

公司基层供电所党支部持续与村镇

党组织、农村企业党组织开展“联学

联创”，深化“供电+能效”服务。“按

照您的改造方案看，需要装两万千伏

安的用电容量，您可以采用自建专线

的方式，保障电力供应。”国网茶陵县

供电公司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员上门服务，主动对接用电方案，帮

助农华农牧实施全电养殖的电能替

代技术。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增

产70万头生猪出栏，提升5%左右的

健康出栏率。

国网宁远县供电公司陈怀松向

志愿者介绍说：“这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24节气表，从立春到立夏，从立秋

到立冬，还有传统节日，我们要做什

么，内容都很清晰。”24节气表明确

了各节气和47个重要节日的53项

参考活动，为志愿者日常工作提供工

作指引。

清洁能源供给让乡村生态美起来。

公司大力推进乡村电气化，开展充电

服务及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广活动，积

极引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

全社会节能提效。

“自从屋顶装上了光伏板后，家

里用的电已经足够了，余电还可以上

网。”长沙县黄兴镇车马村一户居民

说。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志愿者大

力推广光伏用电，主动向企业与居民

推广太阳能改造，让乡村环境更美，

也让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有了你们，村里的纯电动旅游

接驳巴士就不用为充电发愁了。”花

垣县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高

兴地对着前来开展充电桩例行检查

的国网湘西供电公司志愿者说道。

金色塑形
架起党群连心桥

金色，是万家灯火的暖色，诠释

着国家电网的社会责任。公司着力

当好联系群众“服务员”，让老百姓

从电网事业发展中切实感受到党的

温暖。

聚焦便民利民提升供电服务。

公司全面推行“阳光业扩”，深化“三

零”“三省”办电服务，1月~9月累

计减少客户办电和用电成本超过

10亿元。

“我们的厂房从开工到投产仅用

了192天。”谈起供电服务，湖南省桂

东县大塘镇众意竹木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赵铁球满脸喜色，“我们申请

业扩报装一点儿没操心，只到营业厅

交了一次材料，之后都是供电公司员

工上门对接。”

聚焦重点人群开展暖心服务。

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

体，开展电暖“红领巾”、电暖“红夕

阳”系列活动，组织“爸爸妈妈团”“光

明小屋”“用爱点亮心灯”等青年志愿

服务。

“我知道，我知道，打雷的时候不

能躲树下！”小朋友们的抢答声此起

彼伏。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爸爸妈妈

团”志愿者为小朋友们带来“防雷击

防触电”安全课，让小朋友们牢记安

全知识。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壶瓶山供电

所一直保存着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

信，上面写道：“亲爱的电工同志……

确实比父母还好，比兄弟姐妹还

亲……”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李三新老

人的感激之情。自2008年起，每年

重要节日，供电所都会组织志愿者前

往剩头山看望、慰问麻风村的老人们。

聚焦急难险重开展应急服务。

“我是党员，我在前！”东方红共产党

员服务队面对急难险重冲锋在前，让

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看得见党的旗

帜、在紧急关头感受到党的力量。

今年七八月份，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7支东方红

共产党员服务队、32支共产党员突

击队冲锋在前，创造了方舱核酸检测

实验室10小时通电的“国网速度”，

筑牢了24小时守护107个防疫保电

点的“国网防线”，党旗在抗疫一线高

高飘扬。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渐次亮起

的灯火，勾勒出美丽乡村的明亮璀

璨，蕴含着电网文明实践的磅礴

力量。

文 明 实 践“ 电 ”亮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纪实

□ 孟庆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

社会文明程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网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积极承担“为美

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的公

司使命，着力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企业宗旨，始终与湖南6600万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系万家灯火，赋

能美丽三湘。

强化政治担当
深刻认识重要意义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大背景下，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有企业、能源行业、电网事业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突出党建引领，立足

电网特征，发挥行业优势，积极探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忠实履行央企责任的重要途径。

将公司发展进步与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和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

新、开创新局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全

面彰显政治本色、行业特色和发展

角色。

深入践行企业宗旨的重要抓手。

星罗棋布、点多面广的乡镇供电所，

在供好电、服好务的主责主业中，引

领文明乡风、传递文明风尚，积极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能够更好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企业宗旨。

推动基层党建创新提质的重要

举措。在文明实践中加强基层党组

织管理、筑牢基层党建阵地，能够更

好推动基层党建提质登高，进一步激

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推动县级供电企业改

革发展和供电所建设，夯实党和国家

的电网事业发展基础。

把握独特优势
积极推动文明实践

作为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

心业务，担负着保障湖南省电力可

靠供应重大责任的央企，公司自身

业务特点和行业规律决定了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拥有独特

优势。

有“国企姓党、为党工作”的政治

优势。一直以来，在抗疫保电、抗洪

抢险、抗冰保网、迎峰保供等大战大

考中践行初心使命、锤炼政治担当，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有“市县所”三级组织优势。公

司14个市州供电公司、121个县级

供电企业、793个供电所实现党组织

建设全覆盖，工作体系上下贯通。

有“百千万”三级队伍优势。以

193支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2.8

万名党员和广大青年志愿者为主体，

打造志愿服务百支分队、千支支队和

万名志愿者，工作队伍全域覆盖。

有“十百千”三类阵地优势。建

设“红色湘电之光”政治文化馆，十大

红色教育基地，百个东方红共产党员

服务队活动室，千个党支部活动室、

服务窗口和宣传栏等，工作阵地点面

结合。

有“五大品牌”载体优势。以“湘

电求是讲堂”学习实践科学理论、“联

学联创”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和惠民利

民举措、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培育

践行主流价值、“四化一体”文化建设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党建+”工程推

动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多措并举促进

文明实践五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工

作载体有力有效。

立足行业特点
着力探索国网路径

牢牢把握“国民经济保障者、能

源革命践行者、美好生活服务者”的

公司定位，以文明实践提升党建引领

力、文化引导力、基层创造力，让老百

姓在共享电网事业发展成果中感受

党的温暖。

锻造文明传送带，在推进乡村社

会治理中体现央企责任。当好党的

政策“宣传员”，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打造“红书

包”，建设“红喇叭”，把党的创新理论

和政策传递到群众脑中；深化“红色

教育矩阵”建设，把党史学习教育推

送到群众心里；推行“崇德三礼”等活

动，开展“红袖章”服务，排演安全用

电等文艺作品，把文化文明活动开展

到群众身边。

做好电力先行官，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发挥行业优势。当好电力

先行“引领员”，以坚强能源保障推

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实提

升湖南供电能力“一揽子”计划，强

化配电网精益化运维管理，让农业

农村用电强起来；通过党组织“联学

联创”，主动为家庭农场、农村合作

社、乡村旅游等提供优质用电服务，

促推乡村产业发展，让乡村群众富

起来；服务光伏产业发展，推进乡村

电气化，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让乡村

生态美起来。

架起党群连心桥，在服务乡村美

好生活中彰显国网担当。当好联系

群众“服务员”，有呼必应、有难必

帮；全面推行“阳光业扩”，深化“三

零”“三省”办电服务，主动提供“一

站式”服务和用能整体解决方案，广

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岗，全面提升供电服务；开展电暖

“红领巾”、电暖“红夕阳”走访慰问、

爱心奉献、扶弱助困等志愿服务，关

注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力倡导暖

心服务；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示

范引领广大职工，在重大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疫情防控等危急时刻，冲

锋在前、迎难而上，踊跃承担应急

服务。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探

索实践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这项工

作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是彰显

“大国重器”和“顶梁柱”担当的光荣

使命，是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

宗旨的生动诠释；深刻感受到，这项

工作的巨大时代价值以及蕴含的强

大实践力量；深刻感受到，哪里都是

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和引领作

用的舞台，哪里都有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的广阔天地。

我们将继续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为引擎，聚焦推进国家电

网战略、落实“一体四翼”发展布局，

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的新征程中奋力谱写文明

发展新篇章！

（作者系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奋力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国企典范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积极承担“为美好生活

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的公司使命，牢牢把握

“国民经济保障者、能源

革命践行者、美好生活服

务者”的公司定位，以文

明实践提升党建引领力、

文化引导力、基层创造

力，让老百姓在共享电网

事业发展成果中感受党

的温暖。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公司党委不断探索

实践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发挥各级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的新举措，得到了社会广

泛好评。

对于电网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一个崭

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经验。突出党建引领，立足电

网特征，发挥行业优势，是公司探索实践找到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