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廉政从业承诺书 

按照公司开股党字〔2020〕7 号文件《关于科级领导人员 2020

年度廉洁从业承诺的通知》要求，结合部门和工作实际，做出如

下廉政从业承诺： 

（一）带头学习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切实增强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政治意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中纪委十九

届二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以及集团公司“两会”工

作部署，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带头勤廉履职，推动年度重点工作落实。带头学习贯

彻集团公司“两会”工作部署，围绕持续推动效益提升、转型升

级、改革攻坚、创新驱动、民生稳定、政治引领“六大工程”，进

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团结和带领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砥砺

前行，不断提高集团公司经济运行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

持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积极推动集团公司转型发展目标任务

落实，为集团公司开创新时代改革发展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三）严格履行“一岗双责”，主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清单、年度责任分

工及相关保障制度规定的工作，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内容，

采取有力措施，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要求融入具体工作

之中，认真谋划部署，严格督导检查，积极推动落实，确保管辖

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新实效。积极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强化抓早抓小，超前防范。 

（四）带头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强化纪律和规矩意



识。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上率下，带头执行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认真贯

彻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肃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认真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执行党

组织研究讨论重大问题前置暂行办法。规范执行决策程序，坚持

科学、民主、依法依规决策。 

（五）带头加强作风建设，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学习贯彻

集团党委和公司党工委纠正“四风”作风纪律专项整治推进方案

要求，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加强作风建设，

自觉反对和纠正身边的“四风”问题。严格遵守集团公司《关于

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的若干规

定》，提倡文明节俭，反对陈规陋俗。 

（六）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强化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

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做到廉洁

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监管配偶、子女、

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认真

执行个人及家庭有关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组织监

督。 

以上承诺，请组织和全体员工监督。 

 

承诺人：崔峙峰 

  2020 年 3 月 3日 

 

 

 

 

 

 

 



2020 年廉洁承诺书 

 

本人，贾久祥，维修工程部经理，为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

识，强化自我约束，强化勤廉履职，按照公司廉洁自律相关规定

要求，现承诺如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理

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认真学习并自觉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及廉洁自

律有关规定，做到令行禁止。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做到合法守规，诚实信用，专业胜任，

廉洁从业，干净做事，清白做人。 

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工作程序和规定办事，

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办事的礼品礼金和吃请，绝不向领导

干部、工作人员、特殊关系人员赠送礼品礼金。 

认真学习贯彻公司工作部署，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为不断提高公司经济运行质量、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

水平、为开创新时代改革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认真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 

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做到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监管配偶、子女、亲属，不利用职务

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认真执行个人及家庭有关重大事项报告制



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组织监督。 

                                 承诺人：贾久祥 

                                 2020 年 3月 18 日 

 

 

 

 

 

 

 

 

 

 

 

 

 

 

 

 

 

 

 

 

 

 

 

 

 

 

 

 

 

 

 

 

 

 

 

 

 

 

 



2020年廉洁从业承诺 

本人李海青，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为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勤廉履

职意识，现就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如下： 

（一）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持之以恒学懂弄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进一步强化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上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集团党委和股份党委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服从上级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按照公司内部责任分工，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办公室各项工作，主

动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进联防联控措施落实见效，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完成各

项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任务实现双丰收作出贡献。 

（二）带头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持续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

展。围绕股份公司“两会”精神，以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团

结带领本部门员工，深入贯彻落实公司 2020 年工作部署，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为不断开创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全面完成

2020年各项任务目标担当作为、奉献建功。 

（三）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动管党治党措施落实



见效。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五次

全会精神，按照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党委及公司党支部要求，以

初心使命作为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

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融入到行政

部各项工作之中，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积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分工，带头勤廉履职，营造风清

气正干净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四）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纪律规

矩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纪水平，为员工带好

头、作表率。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

风关、廉洁关。突出“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提高前置研究质量，

规范权力运行，超前防范廉洁风险，促进公司合规管理水平的不

断提升。 

（五）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

弹，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尽责、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从严方面，

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执行对外接待、办公用

房、公务用车以及婚丧喜庆事宜等相关规定，并规范、监督全公

司范围内的具体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

成俗、成为习惯。 

（六）带头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带头加强党

性修养，模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严格执



行各项规章制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组织监督。在工作业务和对外

交往中，认真遵守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规定，不利用职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

工作人员。 

 

                              承诺人：李海青 

                              2020 年 3月 2 日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 

 

我认真学习了国家法律、公司原则及企业相关制度规定，知悉

应当遵守的纪律和所承担的责任。因此结合岗位实际，依照下列

内容做出廉洁从业承诺： 

（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集团党委和股份党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

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服从上级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守土尽责，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任务作出贡献。 

（二）落实公司工作部署，贯彻落实股份公司“两会”精神，

为不断开创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担当作为、奉献建功。 

（三）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以初心使命作为政

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各

项要求融入到分管业务工作之中，勤廉履职，营造风清气正干净

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四）加强纪律规矩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

纪水平，为员工群众带好头、作表率。 

（五）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弹，

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尽责、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从严方面，身

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

成俗、成为习惯。 



（六）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严格执行《国有企

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组

织监督。在工作业务和对外交往中，认真遵守履职待遇业务支出

规定，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承诺人：李继英 

2020 年 3 月 9日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 
 

我承诺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

四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及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两

会”工作部署，切实增强开展廉洁承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自觉主动承诺，积极践行承诺内容，以自身行动带动并推动各项

工作在生产部日常工作中落实实施。 

一、在生产部内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持之以恒学懂弄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进一步强化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上

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集团党委和股份

党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坚决服从上级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

令行禁止。要主动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进联防联控措施落实见

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完成各项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任务实现双丰收作出贡献。 

二、在生产部内带头贯彻落实公司工作部署，持续推动公司

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 2020 年集团公司“两会”确定的“六大工

作目标”和“五大攻坚任务”，深入贯彻落实股份公司“两会”

精神，以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团结带领生产部员工，紧盯“三

大任务”，做实“五大平台”，打好“六大战役”，坚决实现“五个



持续”的发展目标，为不断开创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担当作为、奉献建功。 

三、在生产部内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动管党治党

措施落实见效。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

九届五次全会精神，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以初心

使命作为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以贯

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融入到生产部工

作之中，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积极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分工，带头勤廉履职，营造风清气正干净

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四、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纪律规矩

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纪水平，为生产部员工

群众带好头、作表率。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品

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突出“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提高前置

研究质量，规范权力运行，超前防范廉洁风险。 

五、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弹，密

切联系生产部全体员工、履职尽责、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进一步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

惯。 

六、带头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带头加强党性

修养，模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严格执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主动接受

生产部员工和组织监督。  

 

 

承诺人：李智慧 

                               2020年 3 月 3日 

 

 

 

 

 

 

 

 

 

 

 

 

 

 

 

 

 

 

 

 

 

 

 

 

 

 

 

 

 

 

 

 

 



2020 年廉政从业承诺 

 

我作为安全保障部经理，贯彻执行各级政府、上级公司和公

司的廉政从业管理要求，主动履职尽责，发挥正能量，带领本部

门员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现承诺如下： 

（一）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持之以恒学懂弄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进一步强化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上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集团党委和股份党委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服从上级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要主动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进联防联控措施落实见效，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完

成各项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任务实现双丰收作出贡献。 

（二）带头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持续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

展。围绕 2020年集团公司“两会”确定的“六大工作目标”和“五

大攻坚任务”，深入贯彻落实股份公司“两会”精神，以敢打必

胜的信心和勇气，团结带领广大员工，紧盯“三大任务”，做实“五

大平台”，打好“六大战役”，坚决实现“五个持续”的发展目标，

为不断开创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担当作为、奉献建功。



安全和环保工作是公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压力大，面对

工作中的挑战要敢于担当，敢作为，敢碰硬，但要讲究工作方法

和工作技巧，最终完成公司的安全环保目标。为公司依法依规安

全生产保驾护航。 

（三）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动管党治党措施落实

见效。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五次

全会精神，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以初心使命作为

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以贯之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融入到分管业务工作之中，

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积极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分工，带头勤廉履职，营造风清气正干净干事的良

好政治生态。 

（四）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纪律规

矩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纪水平，为员工群众

带好头、作表率。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

洁关。突出“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提高前置研究质量，规范权

力运行，超前防范廉洁风险。 

（五）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

弹，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尽责、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从严方面，

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执行对外接待、办公用



房、公务用车以及婚丧喜庆事宜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巩固拓展作

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 

（六）带头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带头加强党

性修养，模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严格执

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主动接

受群众和组织监督。在工作业务和对外交往中，认真遵守履职待

遇和业务支出规定，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承 诺 人 ： 刘 艳 玲  

                      2020年 3 月 15 日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 

 

根据股份公司党委及公司党支部要求，对照自己的岗位职责、

工作标准，做出如下廉洁从业承诺： 

一、持之以恒学懂弄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进

一步强化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上级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地落实。按照公司总体工作部署，抓好分管工作的落

实。 

二、认真学习贯彻集团公司工作部署，围绕 2020年公司重点

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推动

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以初心使命作为政

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做好分管范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将全面从

严治党各项要求融入到分管业务工作之中，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带头勤廉履职，营造风清气正干净

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四、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纪律规矩

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纪水平。严格党的组织

生活制度，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组织研究讨论

重大问题前置暂行办法，提高前置研究质量。 

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弹，身

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执行婚丧喜庆事宜等相关

规定，保持党员先进性。 

六、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加强党性修养，模



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强化自我约束，主

动接受群众和组织监督。在工作业务和对外交往中，不利用职务

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承诺人：刘英奎 

                           2020 年 3 月 12日 

 

 

 

 

 

 

 

 

 

 

 

 

 

 

 

 

 

 

 

 

 

 

 

 

 

 

 

 

 

 



2020年廉洁从业承诺 

 

按照公司反腐倡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作为公司党建工作部

经理，向党组织和公司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

格遵守党纪国法和企业有关廉洁从业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践行

员工行为守则，做到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行为规范和廉洁从业。 

二、忠实履行岗位职责，不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

正当利益以及损害企业利益。坚决抵制商业贿赂，严格遵守国家

和企业规定，坚持实事求是，不在经营活动中弄虚作假，不假公

济私、化公为私，不侵害国家、企业利益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三、自觉遵守党章党规，以党章党规作为做人做事的准则。

在工作岗位上加强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利益观，虚心

听取各方意见，及时改进。坚持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自觉

向公司汇报个人廉洁从业工作的情况，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勤俭

节约，不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从事有悖社会公德的活动。不

参与任何封建迷信、邪教组织、色情、赌博或变相赌博活动。 

四、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公司廉洁建设各项禁令和作风建设

的各项规定，用严格的态度要求自己，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认真履行计划党建部的工作职责，重点抓党建工作的规范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绝不用权谋私，不做有损公司利益和形象的事情。

工作中不弄虚作假，严格按规定、程序及要求办事，不违纪，不

徇私枉法。自愿与公司全体同仁一起互相监督、互相支持，共同

坚守廉洁思想，共同保持良好的廉洁行为。 

 

承诺人：沈国强 

                             2020 年 2 月 29 日 

https://www.diyifanwen.com/fanwen/guizhangzhidu/
https://www.diyifanwen.com/fanwen/gangweizhize/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 

 

本人，王宏成，维修工程部副经理，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强化自

我约束，强化勤廉履职，按照公司廉洁自律相关规定要求，现承

诺如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意义和目

标任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带头学习贯彻公司工作部署，围绕效益提升、转型升级、改

革攻坚、创新驱动、民生稳定、政治引领“六大工程”，进一步统

一思想，坚定信心，团结和带领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不断提高公司经济运行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持续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为公司开创新时代改革发展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认真落实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清单、年度责任分

工及相关保障制度规定的工作，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内容，

采取有力措施，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要求融入具体工作

之中，强化抓早抓小，超前防范。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带头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

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习贯彻公司党委纠正“四风”作风纪律专项整治推进方案

要求，自觉加强作风建设，自觉反对和纠正身边的“四风”问题。

严格遵守公司《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

和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提倡文明节俭，反对陈规陋俗。 

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做到



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监管配偶、子

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认真执行个人及家庭有关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组

织监督。 

                                

  承诺人：王宏成 

                                 2020 年 3月 15 日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 

为不断提高廉洁自律意识，规范自己的从业行为，切实履行

岗位职责，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服从公司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做到令行禁止，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完成公司下达

的销售工作任务实现双丰收作出贡献。 

2、带头严格遵守党纪、政纪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的规定，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经济工作纪律，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 

3、切实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深入实际开展工作，坚决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弘扬求真务实工作作风，发扬艰苦

奋斗优良传统，厉行节约，不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不贪图

享受、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4、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严格教育管理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不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的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6、不违反规定操办家庭成员的婚丧喜庆事宜。 

以上承诺本人将严格履行，自愿接受员工和组织的监督，如



有违反，愿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组织处理。 

 

承诺人：王勤泽 

2020 年 3月 2 日 

 

 

 

 

 

 

 

 

 

 

 

 

 

 



2020 年廉洁从业承诺书 
 

按照股份公司《关于科级领导人员 2020年度廉洁从业承诺的

通知》的要求，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做如下廉洁从业承诺： 

一、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五

次全会精神，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深刻领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担当意识，推动公司党风廉政建设重点任务的完成。 

  二、带头贯彻落实 2020 年集团公司“两会”确定的“六大工

作目标”和“五大攻坚任务”，深入贯彻落实股份公司“两会”

精神，落实本岗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开

展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三、严格遵守党章党规，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坚持学习和

完善自身业务素质，真正起到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四、带头加强党性修养，模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

党纪为尺子，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等规章制度，主动接受监督，带头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坚

决抵制“四风”，杜绝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及挥霍浪费企业

资财等损害企业、员工利益的行为，自觉维护企业形象。 

  五、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强化自我约束，在工作业务和

对外交往中，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生活上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严格执行报告本人及家庭重大事项等制度。 

以上承诺请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监督。 

                             

 

 承诺人：张  超 

2020 年 3月 2 日 

 

 



2020年廉政从业承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省纪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及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两会”

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强化自我约束，强化勤廉

履职，我郑重承诺： 

（一）2020 年新年伊始，我们国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新冠肺

炎疫情，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提出联防联控的指导方针，带领人

民群众发起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我必将严格落实责任担当，始

终做好质控部的排头兵，带领质控部奋勇直前。带头强化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持之以恒学懂弄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进一步强化落实“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上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集团党委和股份党委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把员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服从上级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要主动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进联防联控措施落实见效，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完

成各项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任务实现双丰收作出贡献。 

（二）带头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持续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

展。围绕 2020年集团公司“两会”确定的“六大工作目标”和“五

大攻坚任务”，深入贯彻落实股份公司“两会”精神，以敢打必

胜的信心和勇气，团结带领广大员工，紧盯“三大任务”，做实“五



大平台”，打好“六大战役”，坚决实现“五个持续”的发展目标，

为不断开创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担当作为、奉献建功，

团结带领质控部全体员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全面完成 2020

年党政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三）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动管党治党措施落实

见效。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五次

全会精神，按照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党委要求，以初心使命作为

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以贯之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融入到分管业务工作之中，

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积极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分工，带头勤廉履职，营造风清气正干净干事的良

好政治生态。 

（四）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纪律规

矩和企业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提高知规明纪水平，为员工群众

带好头、作表率。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

洁关。突出“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提高前置研究质量，规范权

力运行，超前防范廉洁风险。 

（五）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反

弹，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尽责、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从严方面，

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执行对外接待、办公用

房、公务用车以及婚丧喜庆事宜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巩固拓展作

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 

（六）带头修身律己，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带头加强党



性修养，模范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严格执

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主动接

受群众和组织监督。在工作业务和对外交往中，认真遵守履职待

遇和业务支出规定，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承诺人：赵桂林 

                        2020年 3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