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国电项目落地、征地拆迁、环境卫
生整治、殡葬改革、关停钼矿厂……一
件件急事、难事、险事、大事，一再地考
验与证明了乐东黎族自治县广大党员
干部扎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工作态
度；农贸市场改造、黄流中学升级、沿海

“三湾”引进多个重大项目、一件件民生
实事，一桩桩发展大事，惠及当地群众，
创造了让人信服的“乐东速度”，赢得了
各界广泛赞誉。

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林北川认

为，关键是干部。在今天于乐东佛罗镇举
行的全省践行“三严三实”真抓实干促发展
乐东现场会上，人称“铁面书记”的林北川
这样总结：践行“三严三实”，狠抓机关干部
作风、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以此助推各项重
点工作顺利开展。

赞誉的背后，是对不称职干部的坚决
清理；赞誉的背后，是领导干部的带头作

用，是一批作风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的迅
速成长。

暖民心

林北川这样硬气，源于真心、真情维护
和实现群众的利益。在推动国电项目落地
过程中，一个问题引起了林北川深深的思
索：国电项目在乐东落地为何如此艰难，群
众为何如此不配合？林北川说，经过多次
到基层调研，他最终认识到，问题的根源
不在群众，而在于干部长期没有做好群众
工作。受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得不
到合理处理、民生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等
因素影响，群众心中的怨气在不断积累。
从表面上看，群众反对的是国电项目建设，
但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发泄隐忍多年的怨
气。把对脉后，乐东迅速统一干部思想，组
织他们发扬实干作风，深入基层、进村入
户。同时，集中开展走访慰问农村老党员
和困难户活动，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乐东还集中县财力物力，在全县范围
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民生问

题。7500亩大田洋整治、将县中医院搬迁
并打造成大型综合性医院、开展教育大整
顿，改造升级一批学校、县城修建两个停车
场、启动3个湿地公园建设、黄流商贸城棚
户区改造……一桩桩实事惠了民生，暖了
民心，拉近了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距离。

强队伍

如何完成“急、难、险、重”工作任务？
林北川认为，可靠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实干
的干部团队是坚实保障！国电项目的顺利
落地，让林北川更坚定了这一工作理念。
于是，他倡导开展了更广泛的干部作风建
设，他要培养和打造一支充满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的，能够在重点工作中攻坚克
难、战无不胜的钢铁团队！

多年以来，乐东是全省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困难户”，上一届村级组织换届还拖了
全省后腿。而这两年，乐东却先后出现一批
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化典型：九所镇山脚村由

“滥毒村”一举变为“无毒村”，志仲镇志仲村
彻底摘掉了“脏乱差”的帽子，大安镇礼乐村

由“治安困难村”转变为“星级平安村”。
这背后，是村级组织干部队伍的重新

锻造。为解决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2013年，乐东县委派出由县领导具体负责
的“连心桥”工作队进驻镇村开展调查摸底
等工作，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任务，把一批年富力强、思想端正、作
风正派、能力较强、愿意为群众谋利益的积
极分子充实到村“两委”干部中去。

为严明纪律抓奖惩，乐东建立了奖惩
机制，坚决惩处那些不作为、不担事的干
部。在龙栖湾“美丽渔村”改造项目征地拆
迁安置过程中，对在工作中纪律散漫的中
灶村党支部副书记及时撤换；对整改不到
位的软弱村组织坚决调整撤换“两委”班
子；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中，短短27天内
撤换志仲镇两任党委书记……

树标杆

林北川坚信，要培养和锻造一批能打
硬仗的干部队伍，县领导首先要严于律己，
带头树标杆。

在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中，林北川探索
出了领导带头的县委、县直机关、镇委、村
委“四级联动”的工作模式。每一项工作
县领导都常年驻扎在一线，亲自指挥，亲
自谋划，亲自推进。县领导率先垂范的扎
实作风，形成一股春风化雨的“带头人”效
应，感染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投入各个攻
坚战役中去。

在国电项目落地处在胶着状态时，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带领工作队
驻守尖峰镇和佛罗镇这两个维稳“重灾
区”，扎实开展工作，为国电项目最终顺利
落地扫平了外围干扰。国电项目落地后，
县人大党委会主任又抽调精兵强将，担负
起东坊村搬迁安置、解决西坊村搬迁历史
遗留问题的重任，担任中线高速公路乐东
段征地工作总指挥，日夜征战在基层。

黄流商贸城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安
置，县四套班子领导和法检“两长”全员出
动、包干到人、分头出击，创造了乐东史上
拆迁安置工作的一个新纪录。

征地拆迁、殡葬改革、卫生整治，每一
场硬仗，乐东的干部都看到林北川走在前头

的身影。乐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淑天告
诉记者，在林北川的车上，常备两件宝：一把
手电筒、一顶草帽，为的是方便检查工作、方
便下乡。在乐东工作的3年，林北川的脚走
出了骨刺，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

榜样的示范与作风的整治，带出了一
支能打硬仗的“铁军”，涌现出一批坚持带
病工作，先拆自家房屋、先迁自家坟墓再动
员群众拆迁的先进典型。

面对荣誉，林北川更多地把功劳归于上
级组织的坚强领导，归功于省直部门和兄弟
市县的支持。然而一谈起他亲手打造的钢
铁团队，他就侃侃而谈，自豪之情溢于言
表。确实，就是这支铁军，面对矛盾时不怯
弱、不回避，迎难而上；就是这支铁军，面对
困境时不选“软柿子”捏，专挑“硬骨头”啃。
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林北川带领的这支队
伍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奇迹：有力平息
国电项目征地风波，18天完成西环高铁征
地，35天完成黄流镇商贸城棚户区改造项
目2149户9万多平方米建筑的拆迁工作，
21个月迁坟11.2万座，8天完成中线高速征
地7731亩。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谈践行“三严三实”抓作风

打造一支攻坚克难的钢铁团队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曾几何时，乐东部分地区的党员干
部对群众利益需求长期漠视、不以为然，
各类民生问题和纠纷矛盾久拖不决，导
致群众对党员干部缺乏信赖、积怨深
远。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电项目
落地过程中引发的6起大的群体性治安
事件。”乐东公安边防支队支队长李子
更说。

国电风波让他一下子想起了曾经
在工作中目睹的一些现象。农村群众
的矛盾大多发生于土地纠纷，常常因此
发生口角甚至产生肢体冲突。“每次接
到报警，我们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

控制局面的同时通知政府部门尽快派
出干部到场调解。但是，往往等上大半
天，才有一两个干部慢悠悠地来到现
场，说上几句点到即止的‘官话’，再往
两头和稀泥，就把烂摊子一推自顾自回
家去了。”

可喜的是，国电风波的解决、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干部作风发
生了巨大变化。李子更说，有一件事令
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佛罗镇福塘村几

户瓜农的瓜棚全部被台风摧毁，新长出
来的小瓜接连烂在地里。获知情况后，
县里、镇里、村里的干部主动组成工作
队，一连几天扎到瓜棚里帮助瓜农搭
棚、种瓜，重振信心。

“农民们慢慢发现，以前经常找不着
人的基层干部也戴着草帽冲上来了；以
前习惯于站在一边当‘指挥官’的基层干
部也改变了吆五喝六的姿态，在炎炎烈
日下与他们一同挥汗如雨。”李子东认

为，干部作风转变，实实在在。党和政府
得民心、顺民意，各项工作推进起来顺风
顺水。

李子更说，“就拿治安工作来说，这
几年我们干警轻松多了。几年前，乐东
每个月都要发生好几起群体性事件，但
从2013年起到现在，连一起群体性事件
也没有发生过。

党员干部从不接地气、漠视民意到
心系群众、以民为本，思想观念和工作
作风发生了巨大蜕变。“我们都说，曾经
乐东因为干群关系紧张导致群众生活
困难、治安秩序混乱的沉重历史一去不
复返了！”李子更表示。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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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北川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唯独没有他自己。在
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忠诚、干净、
担当！”在今天召开的全省践行“三严三
实”真抓实干促发展乐东现场会上，乐东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淑天如此评价他
眼中的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

吴淑天说，海南国电西南部电厂项
目落地后，在很多干部看来，北川书记已
圆满完成了省委交给他的任务，其他事
情按部就班，不出乱子就行了。“但北川
书记却用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一任就要
有一份责任，不能辜负省委的信任和百
姓的期待。”

林北川身先士卒、敢打硬仗的作风给
吴淑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国电风
波解决后，林北川又发起了全县环境卫生
大整治，在驻点的九所镇扫了一个星期大
街；因为九所镇在评比中排名末位，率先
上电视作检讨。面对乐东厚葬的风俗，林
北川敢顶住压力，带领全县干部啃下这块

“硬骨头”。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2013年，

我县境内一个投资6亿元的钼矿厂已基
本具备开工条件，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支持下，北川书记顶着巨额赔偿和有可
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将这一高污
染的项目关停。当时，矿厂投资方三四
个老板，气势汹汹地来到北川书记在黄
流的办公点，堵在楼梯口进行威胁，北川
书记不为所惧。”吴淑天回忆。

林北川任职乐东3年，深入基层、一心
为民的精神令吴淑天深深感动。“在他的
车上，常备两件宝：一把手电筒、一顶草
帽，脚上穿的始终是一双布鞋。三年来，
他的脚走出了骨刺，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
根，脸由于长时间紫外线照射，也成了过
敏性皮肤，疼痛难忍。”吴淑天说，林北川
周末基本都留守县内，连老母亲生病昏
倒，他还在黄流市场拆迁一线。为了不干
扰他工作，家人一直瞒着他。

吴淑天回忆，今年5月9日上午，他
在和林北川讨论工作时，林北川家人来
电告知母亲病危。得知消息后，这个“铁
面书记”眼泪盈眶，言语哽咽地交代了几
句就往回赶时，老母亲已处于深度昏迷
状态。老人家走的时候没能给他留下只
言片语，成为他无法弥补的遗憾。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我们一根钢筋
都没有丢失过。”海南国电西南部电厂从
3年前落地时的动荡不安，到如今迎来
试投产，作为国电项目负责人，国电乐东
发电公司总经理厉云蓬感慨，当地群众
的支持和干部的实干精神保障了电厂的
顺利建设。

回想起项目落地前期准备工作，厉
云蓬回忆，2011年西南部电厂核心团队
成员初到乐东时，“心里直打鼓”。后来
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干群关系紧
张的事情，使西南部电厂的落地受到极
大的阻力。

该如何破解？厉云蓬介绍，电厂团
队也与当地县委、县政府商讨，搬去东
方、洋浦等计划，但都被一一否定了。一
个符合环境承载力且能造福于海南人民
的好项目，不能因为受到某些幕后组织
者的挑唆干扰而“一闹就停”，乐东县委
坚决而明确的表态给了电厂一剂强心
剂。

“在处理西南部电厂群体性事件中，
我们看到了乐东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科
学处置平息突发群体事件的魄力，也和当
地群众共同感受到了一股民生温暖。”他
说，2013年“海燕”台风几乎把电厂辛苦
建起的厂棚全部吹翻，紧急时刻，乐东县
委、县政府和莺歌海镇的党员干部们提前
赶到厂区来帮助转移职工，五六百人的队
伍全部在当地得到了妥善安置。

当地老百姓从激烈反对西南部电厂
落户，到逐步理解并开始全力地支持电
厂建设，巨大的变化，深深印刻在了每一
个国电人的心里。“电厂开始了土建工程
之后，厂区为建设出厂路需要两旁30余
户农民搬迁瓜田和虾塘，老百姓二话不
说全力支持，本来计划在3个月内完成
的搬迁工作，仅用20天就全部完成。”厉
云蓬。

令他感动的还有，电厂项目落地后，
乐东县委、县政府没有“一落了之”，而是
举全县之力，在项目核准、征地拆迁、林
地使用、海域使用审批等工作中，给电厂
建设以极大的帮助。海南省发改委、住
建厅等部门也与乐东县委、县政府一道，
着眼大局，有求必应，比如发改委技术处
的同志们轮流长期驻扎在厂区，主动服
务，为项目赶工加点尽可能提供一切便
利的条件。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走不进群众家门，做不通思想工作，
赢不了群众信任，怎么办？

乐东黎族自治莺歌海镇委书记陈卫
华说，2012年国电风波中，群起抵触的农
民纷纷站到了基层党委政府的对立面，基
层组织的无力使局面愈发失控。“基层党
组织软弱不堪，到了什么程度？镇下辖莺
一社区当了30多年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村
干部，因为受不了家人的谩骂阻挠，向党

组织递交辞职申请。”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干部作风出问

题、干群关系脱节后，在县委帮助下，莺歌海
镇委以各种方式做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扭转
了基层干部们的风气。干部们冒着被围攻、
谩骂、殴打的危险，仍然坚持一次次登门做

工作，有些人去了同一农户家近百次。陈卫
华本人以身作则，连妻子当时在海口动手术
都没空过去照顾，手术的签字都是拜托老同
学代签的。“就是这样，我们凭着扎实的作风
和艰辛的付出，凭着一颗颗真诚的心终于敲
开村民的心扉，打开了与村民对话的窗口。”

“说实话，我们以前确实亏欠老百姓
很多，没有及时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的民生问题。”陈卫华介绍，为了清理“民
生欠账”，在县委帮助下，莺歌海镇委通
过改造农贸市场、修建低洼积水排水沟、
硬化村道，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危房改造
等举措，重新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在莺
歌海岸滩整治中，因为群众支持，161户
259间房屋草棚等建筑在两个月内就拆
迁完毕。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从吸毒村到无毒村，从愿听歪理到爱
听道理，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山脚村党
支部书记韦传文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村庄的
喜人变迁。

山脚村以前是出了名的“滥毒村”，全
村常住村民2500多人，其中吸毒人员就
有30多人。村民抱怨，“我们辛辛苦苦种
的地、挣的钱、买的东西，一不留神就被

‘吸毒仔’偷了、抢了。村干部哪个不怕打

击报复，我们报警也好、报官也好，你们什
么时候管过、抓过？”

2013年村级组织换届，当选为村支
书的韦传文带领村“两委”发动村里的60
多名党员组成了6支党员禁毒队，一旦发
现有人吸毒就立即报警，并配合派出所把

吸毒人员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带头掀起
“吸毒贩毒人人喊打”的新风潮；同时，每
个村干部都负责帮教有吸毒史的村民。

“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就
这样，山脚村的吸毒现象成功被消灭，干
部也赢得了群众信任。

韦传文说，从前村民之间有了纠纷就
动手打架，大多时候都不接受调解，宁愿
听“黑老大”的，听有钱人的，听家里长辈
的。甚至去求神拜佛，也不愿意听村干部
摆事实、讲道理、说法律。“可如今不一样
了。前几天我家屋后那对林家兄弟，因为
宅基地分割问题产生纠纷，我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进行调解，还没开口说几句，林家
大哥就主动做出让步。他说，村干部向来
帮理不帮人，就让他们说了算。”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乐东九所镇山脚村党支书韦传文：

村民都愿听村干部讲道理了

乐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吴
淑天眼中的林北川：

“四有”书记
唯独没有他自己

乐东莺歌海镇委书记陈卫华：

干部从想走人到勤做事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在如今的乐东黎族自治县，一种良好
风气普遍盛行：干部提拔凭业绩、凭态度、
凭能力说话，不必“懂人”。

“在西南部电厂的工作一线，县委火
线提拔了12名干部，我是其中之一。”乐
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政委陈王东当时对
此还是感到很意外的。3年前，他只是经
常参加急难险重项目工作队的一名普通

工作人员。当时，他每天下基层东奔西
走、风吹日晒，整日整夜不着家，十分辛
苦。但是，“下”与“不下”一个样，没有考
核激励机制。所以，他和不少机关干部想
法差不多，不愿意下乡。

2012 年上半年新任县委主要领导

到任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县委树
立了“重基层、凭实绩”的选人用人导
向，注重在工作一线考核了解干部，县
委组织部经常跟踪考核参与重点项目
的工作队员。由于在解决电厂风波的
一线工作中表现突出，陈王东成为县委

火线提拔的12名干部中的一个。
“以往一提到升迁，大家首先想的是

要‘懂人’。但这些年乐东提拔的干部都
是凭业绩说话，凭本事论英雄，不需要个
人去跑、去送。”陈王东说，这种正确的用
人导向，让干部心里很踏实，感觉自己的
能力被认可、劳动受到了尊重。它就像一
根指挥棒，有效激励大批机关干部在思想
上实现了从“不愿下乡”到“主动下乡”的
转变。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乐东公安局政委陈王东:

不“懂人”也可以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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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公安边防支队支队长李子更：

两年多没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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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乐东发电公司总经
理厉云蓬：

工程建设期间
一根钢筋都没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