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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文化品牌 涵养清风正气
——江苏有线常州分公司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廉洁文化”建设

“文化润其内，养德固其本”。为
深入推进江苏有线“视界清风”廉洁文
化品牌建设，常州分公司纪委用“警示
思廉、演讲倡廉、以文话廉、家风生廉、
以艺颂廉、律己守廉”的“六廉”，将“视
界清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警示思廉，夯实“视界清
风”廉洁文化根基

为抓好“视界清风”廉洁文化建
设，常州分公司纪委专题学习《关于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研究
部署“视界清风”廉洁文化建设计划任
务，下发进一步加强“视界清风”廉洁
文化品牌建设的通知，号召公司上下
牢记廉洁镌刻在党的初心使命，赓续
红色血脉，传承廉洁基因，打造廉洁文
化品牌。公司纪委组织开展警示教
育，集中观看《慎微》专题教育片，通过
警示教育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紧

绷全面从严治党之弦，引导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清风正气。公司
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常州“红馆”、
走进常州市“想园”，开展主题为“厚植
廉洁文化，赓续百年初心”的体验式廉
政警示教育“清风行”，通过现场模拟
体验忏悔录音录像、警示教育视频、悔
悟手稿等，从内心深处警醒自己，保持
清醒头脑，坚守党纪国法；学习“常州
三杰”精神，赓续百年初心，厚植“视界
清风”廉洁文化。

演讲倡廉，营造“视界清
风”廉洁文化氛围

“树廉洁之心，倡廉洁之风”。常
州分公司纪委组织员工以“身边的廉
洁故事”为主线，开展多轮“倡廉扬清
风”主题演讲活动。在预选赛中，比赛
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以昂扬、自信的
姿态，以从身边人、身边事为引，通过
列举“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清

风两袖的于谦、缝缝补补穿衣的总理
周恩来等廉洁奉公的典型案例，从廉
洁故事中汲取廉洁道理，引申到爱岗
敬业、吃苦耐劳、担当奉献广电人，绘
声绘色地将故事娓娓道来，以亲情强
调廉政责任，以真情呼唤廉政意识，营
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省公司“喜
迎二十大，倡廉扬清风”廉洁文化主题
演讲比赛决赛，常州分公司纪委广泛
宣传发动，各党支部、各部门、各广电
站积极组织观看、投票，为“喜迎二十
大”营造良好氛围。

以文话廉，涵养“视界清
风”廉洁文化正气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为进一
步弘扬廉洁文化，接受“廉”文化熏陶，
在感受文化作品魅力的同时，增强廉
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
家的思想觉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优良的作风、更加务实的举措，建设
风清气正的魅力广电，常州分公司纪
委开展以“喜迎二十大 崇廉颂清风”
为主题的漫画征选活动，收到员工《惩
治》廉洁漫画等作品，一张张手绘漫画
讽刺鞭挞腐败行为，一幅幅廉洁作品
传递着对崇廉拒腐的颂扬。为进一步
提升“视界清风”廉洁文化活动的渗透
力、感染力、影响力，常州公司进一步
开展廉洁文化征文活动，职工创作热

情高涨，踊跃投稿，收到多篇廉洁征文
作品，公司将评选出的作品制作成《常
州分公司廉洁文化作品汇编》，发各个
党支部阅读欣赏。最终在省公司廉洁
作品评选中，《当“视界清风”吹拂我的
面庞》《笔墨话清风 重书爱“廉”说》
脱颖而出。

家风生廉，擦亮“视界清
风”廉洁文化底色

“家风不染尘，清廉惠久远。”常州
分公司纪委组织开展主题为“传承家
风家训，弘扬廉洁文化”的“视界清风”
廉洁文化活动。在恽代英纪念馆内通
过“以家为始，以廉为本，以公为终”的
学习脉络，良好的家风、严格的家训

“自发其志气，不敢自暴弃”，一直影响
着他的行事作风。党员干部们观看一
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诉说着他勤俭
节约、克己奉公品质，他过着十分清贫
的生活，平日里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
脚蹬青布鞋，他曾写道：“对于衣服，吾
不喜华丽，每着丽服，心如有所不安。”
大家深刻感受革命先辈自幼受到的家
乡文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传家风、严
纪律、强党性”，家人回忆“他吃饭从不
挑菜，未穿过华丽的衣服，不抽烟，不
喝酒，不打牌。”恽代英生于忧患，长于
忧患，一生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怀揣
救国救民的初心，爱国、爱民、爱家，他

形成的家风一直影响着家族子孙后
代。公司还组织党员代表诵读英烈家
书，以革命先烈为标杆，在红色家书中
汲取的力量，转化为工作、学习的动
力，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
者。“传承家风家训，弘扬廉洁文化”廉
洁文化活动，进一步把“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扎根于家风家训，更好地
推动“视界清风”廉洁文化建设。

以“艺”颂廉，点亮“视界
清风”廉洁文化明灯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常州地区
创作了《廉洁在我心，自律伴我行》
《警醒》微视频，讲述在平凡岗位从小
处着手，践行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成
为勤廉典型事迹，激励员工不断锤炼
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争做“阳光
透明，自律慎行”的新时代有线人。

“清风伴我行，风正一帆悬”。为营造
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把“视界清风”
廉洁文化建设推向高潮，常州分公司
纪委精心创作《喜迎二十大，清风亮廉
洁——与视界清风同行》微视频，颂扬
我们党在百年光辉的奋斗历程中，不
断推进自我革命、追寻廉洁政治的伟
大气魄和宝贵经验，形成了新时代清
正廉洁的价值观念，塑造出了有线人
对党忠诚、严于律己、勇往直前的政治
品格，表明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的信心与决心，常州分公司6名职
工真挚质朴地颂扬“视界清风”廉洁文
化，并以实际行动与“视界清风”
同行。

律己守廉，筑牢“视界清
风”廉洁文化防线

“律己守廉，廉字入心”。常州分
公司纪委把警示教育活动抓在经常、
融入日常，通过党员干部“关键少数”，
开展廉政提醒谈话和廉政党课进行正
反两方面教育，为部门党员干部发放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提示卡》，强化纪
法意识、警示震慑，让廉政教育深入支
部、深入人心，推动“视界清风”廉洁文
化走深走实，筑牢“思想笆篱”。2022
年多次开展正面教育和廉政会议，进
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同时，通过
打造阵地平台，挖掘常州特色廉洁文
化元素，打造特色廉洁文化“墙、梯、
廊、室”，形成廉洁文化传播阵地，制作

“廉洁阵地”文化角，让党员干部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熏陶，打通“视界清风”
廉洁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

“文化沁人心，廉洁清风来”。常
州分公司将持续开展“视界清风”廉洁
文化品牌建设活动，涵养清风正气，为
全省“融创转型”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江苏有线常州分公司纪委

广告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整治整治
常州常州在行动在行动 本报讯（郏燕波 彭凯 施豪）11

月12日，溧阳市大溪水库顺利通过水
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水利部评价，为我
省首家国家级水利标准化管理工程。

水利部委托太湖流域管理局组
织有关专家对溧阳市大溪水库进行
了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水利部评
价。专家组听取了自评和初评情况
汇报，察看了大溪水库工程现场，查
阅了有关文件和工程管理档案资
料，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质询，从工
程状况、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管理
保障、信息化建设等五方面进行了
全面评定和逐项赋分。最终，溧阳
市大溪水库以高分通过了水利工程
标准化管理水利部评价。

溧阳市大溪水库是苏南地区最

大的一座水库，历经三次较大规模
的续建后，于2009—2011年进行
了系统的除险加固，又于2021年实
施了防渗处理，彻底消除了相关工
程隐患。按照“一流的工程、一流的
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效益”的
管理目标，溧阳市大溪水库管理处
结合实际，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且
行之有效的“12345”管理体系。

溧阳市水利局负责人表示，将
以此次评价作为新起点、新契机，发
挥好典型引领和标杆表率作用，不
断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确保工
程效益充分发挥，把标准化管理作
为新常态，体现到工程管理工作中，
持续推进工程规范化、信息化、现代
化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苏南地区最大水库——

大溪水库通过国家级
标准化管理工程评价

本报讯（黄洁璐 应急轩）当前，我
市正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强化精准执
法，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11月
10日，市应急管理局通报近期查处的7
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常州索韬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今
年8月3日，溧阳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
员检查发现，该企业车间出口、疏散通道
没有设置明显紧急疏散标志，违反了生
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
口、疏散通道的规定。溧阳市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对该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周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今年

8月30日，金坛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
检查发现，该企业雕刻机作业现场的木
粉尘属于可燃性粉尘，该企业未按规范
制定木粉尘清扫制度，生产车间西侧隔
间内1台雕刻机作业现场的木粉尘未及
时规范清扫。金坛区应急管理局依据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对该企
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市宜武双龙建筑材料厂。今年
7月20日，武进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
该企业进行举报核查发现，该企业生产车
间的设施设备中有10处传动部位防护罩
缺失；根据该企业提供的《风险报告》，天然
气工业炉窑、天然气站、天然气管道辨识为
较大风险场所，但企业未将较大风险进行
公示，且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该企
业生产现场发现一台电焊机，操作工钱某
未能提供特种作业操作证。武进区应急
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
规定》，对该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植绒材料有限公司。今年9月7
日、8日，新北区春江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线索移交给新北区应
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核查发现，该企业生
产车间有10台切毛机皮带轮传动部位无
防护罩，皮带轮传动部位距操作者基准面
约1.3米，均不符合国家标准。新北区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对该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伟业油箱有限公司。今年8月
18日，天宁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该企业压铸车间由西往东的第3台熔
炼炉正在运行，但熔炼炉周围存在非生产
性积水，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且
该企业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天宁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对该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市锦福包装厂。今年8月29
日，钟楼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该企业已制定生产车间粉尘爆炸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现场处置方案，但

未组织演练；该企业生产车间部分区域
残留有粉尘，在车间拐角裸露存放有清
扫归集的喷粉，现场喷粉构成隐患，该企
业未采取措施消除上述隐患。钟楼区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对该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常州博鹏塑业有限公司和企业主要
负责人刘某。今年10月9日，常州经开
区政法和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该企业使用的丙烯酸调金油、乙酸乙
酯、环己酮闪点均较低，但自动喷漆间2
只电控柜不防爆、人工喷漆间视频监控
及照明灯电源线穿管不防爆，属于重大
隐患。该企业危废间、使用管道天然气
的烘房处均属于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场
所，但未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
同时，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刘某未履行法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常州经开区政
法和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对该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
人刘某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我市曝光7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11月11日，钟楼区五星街道谭墅村党总支、谭墅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全体党员、部分工会干部、辖区台企代表，在
张太雷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接受党性洗礼。大家深情缅怀张太雷参加革命、献身革命的光辉事迹，深刻体会张太雷
清廉俭朴、为民奉献、舍身取义的精神。谭墅村党总支副书记霍玉茹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红色‘太雷精神’，坚定信念、忠诚担当、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吴艳婷图文报道

本报讯（郑雨露 江天舒） 11
月14日，“2022江苏体育集邮进校
园巡回展览”活动走进常州外国语
学校。为期一周的《邮花开常外，一
起向未来》巡回展，为正在举行的学
校艺术节增添了别样色彩，吸引了众
多学生驻足观赏。此次邮展由江苏
省体育集邮协会主办，常州市集邮协
会承办，共展出8部邮集，共20框。

“体育文化进校园”是江苏省体
育集邮协会的特色活动，曾在省内多
个城市巡回举行，足迹遍及苏南、苏
中和苏北，已连续举办了8年。这次
在常外展出的邮集有《追冰——冰上
的游弋、竞技和寻趣》《踢足球》《打乒
乓球》《围棋》《打高尔夫去》《追峰》
等，既有获国际邮展大奖的高水平邮
集，也有普及型入门邮集。

江苏体育邮展走进常外

本报讯（郑雨露 六莹）据悉，由北
京现代舞团主演的舞剧《二十四节气·花
间十二声》将于12月3日在常州保利大
剧院精彩上演。

《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是一场
舞者众多的庞大舞蹈，共有四个篇章，分
别为春、夏、秋、冬一个轮回，每个季节又
以三个节气为主，共“十二声”。以十种
代表花神为主角，演绎不同花朵在不同
季节的形态，以花的眼睛、花的聆听、花
的心动看世界，收获十二段花开花落间
不同生灵发生的故事。

该剧目由北京现代舞团主演。北京
现代舞团作为中国现代舞艺术领域最重
要的专业团体之一，在国内外参与了许
多重大演出和文化项目，如九运会的闭
幕式、奥运会会徽揭幕仪式、G20亚投行
启动仪式等活动演出。

目前，该场演出的门票已全面开
售。退役/现役军人本人持有效证件购
买180元及以上价位享5折优惠（限剧院
窗口购买），每人每证限购2张；大学生凭
有效学生证件，购买280元价位享100元
特惠（指定区域，限剧院窗口购买），每人
每证限购1张，学生票限量50张。

舞剧《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
即将在常上演

11月8日下午，外聘教练石建带领常州经开区冯仲云小学射箭队的选
手，来到新北区圩塘小学，开展联合竞技训练，交流切磋技艺。据介绍，常州
市中小学生射箭锦标赛已于近日完赛，新北区圩塘小学的小健儿勇夺小学
组男子团体第一名、女子团体第一名，以及男女混合团体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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