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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菜长势好，且原生态、无污
染，要赶紧注册商标、创立品牌、做出
特色！”6月10日11时许，经过一夜雨
水的滋润，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马脚村
常年蔬菜基地内，蕨根菜等各式绿叶
蔬菜在阳光下舒展茂叶、展露光泽，来
自三亚市农业局以及育才生态区、马
脚村等党员干部，与当地村民一同淌
着泥水、步入田间，考察蔬菜种植情
况，并现场“开班授课”，指导村民如何
发展产业、规范经营。

“老师们”来自该市农业局各相关
部门，从种养技术、产业发展、品牌意
识、物流配送、安全生产等多方面进行
业务培训，与当地村民展开深入沟通
交流。尤为特别的是，授课者胸前均
佩戴着一枚党徽，三亚市农业局的50
余名党员通过“戴党徽，亮身份”方式，
积极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结合工

作实际，分组深入村庄、田野，开展农
村环境卫生整治、扶贫工作、农业生产
等授课指导，以期通过树立党建标杆，
打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为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福利。

党建的成果，直接体现在马脚村
村民生活的改善。马脚村道路旁一棵
大榕树下，一条蜿蜒村路通向了当地
村民董子蒙的“幸福农场”。村路的尽
头是一座300余平方米的养鸽大棚，
千余只鸽子的唧唧觅食声，董子蒙听
起来颇为悦耳。“我们的鸽子原生态，

好多城里人专程来订，鸽子供不应求，
每个月能卖300多只，年收入能有六、
七万元！”董子蒙是当地人交口称赞的
返乡大学生，毕业后于2013年成立了
三亚育才大榕树养殖农民合作社，带
领当地村民共同发展山鸡、鸽子等养
殖产业，至今已有20多名贫困户在合
作社模式的帮扶下顺利脱贫。

“发展产业一是要有技术、销路，
但内生动力也尤为重要。”董子蒙介
绍，合作社还成立了党支部，共有6名
党员，通过“党支部+农民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让党员亮身份、做表
率，带领农户致富。

“养鸽棚要加固，海南台风频发，
要修建防台风的养鸽场地。”“通往农
场的路要好好修整，建截流沟，安全生
产也很重要。”……董子蒙创新农户合
作发展模式，三亚市农业局各相关部
门干部多次入村指导。6月10日，该
局的党员“老师”们再次来到董子蒙合
作社中，现场授课教学。

这堂特殊党课，令不少村民受
益匪浅，现场提问不断，不一会儿功

夫，董子蒙等马脚村村民的笔记本
上便密密麻麻记下了诸多关键“知
识点”。

“在我们眼中，马脚村是大山里宝
贵的‘福地’，坐拥好山好水好资源，却
曾苦于无科学的发展规划。”马脚村委
会党支部书记董景武感叹道。

如今，村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党员
“老师”，通过打造“党员活动日”品牌
活动，为村里发展产业、改变村貌、脱
贫致富等工作带来实实在在地帮扶指
导，成为村民的好导师、好帮手。

“我们将建立起长效机制，引入社
会优质资源，将三亚农村的好山好水
好资源推介出去，同时通过党员亮身
份、做公益等多样形式，与农户形成纽
带，带领村民发展产业，以党建促村
建，打造三亚农业品牌。”三亚市农业
局副局长冯永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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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农业局党员干部入村开展“回头看”，为村子发展谋出路

党徽闪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6月的三亚，酷热难
耐。6月 10日，三亚市
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巩固
户的家中迎来一群带着
党徽的“城里亲戚”，他们
不仅嘘寒问暖，倾听贫困
群众的心声，更积极宣讲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讲
精准扶贫政策，讲产业发
展路子，为贫困群众描绘
出美好家园的蓝图……

这是三亚市农业局
组织开展的“党员活动
日”系列活动，也是三亚
市持续开展的“党员活动
日”志愿服务活动的缩
影。党员干部们通过戴
党徽、亮身份，深入基层
群众，践行“两学一做”，
用实际行动帮助群众解
决困难，帮助贫困群众谋
发展、不再返贫。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
通过创新党建平台，打出
多种“党建+”组合拳，充
分激活了巩固提升户的
自我造血能力，激发了农
村经济活力，在不断夯实
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充分
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
群众致富奔小康。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九
大任务”，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
好愿景，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
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为此，我们主动转变工作作风，
走出办公室，走进向农村。”冯永杰说，
通过组织开展“党员活动日”，党员干
部深入村、居，开展大扫除活动，宣传

“创文巩卫”，进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
技术保障服务，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全
力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了解群众所想，
为群众解忧，切实提高了“三农”服务

水平，也赢得了群众点赞与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员活动日”

活动中，三亚市农业局的党员干部们
分成5个党员走访小组，50余名党员
佩戴党徽、亮身份，对马脚村已脱贫
的153户巩固户开展“回头看”，查摆
其中脱贫成效不稳定的家庭，纳入
2017年巩固对象巩固帮扶，确保一
个不漏奔小康。“党员干部走访脱贫
户，确保真正为贫困群众服务，也丰
富了党建活动的内涵，更好践行‘两
学一做’，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

意识和担当意识。”冯永杰说。
值得一提的是，“党员活动日”活

动这一做法目前已在三亚全市范围
内进行推广。

“通过每个月开展‘党员活动日’
活动，党员干部带头美化村居环境，现
在已经有很多村民被带动了。”三亚市
崖州区大蛋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克夫说，“两学一做”重在知行
合一，如果光“学”不“做”就等于“没
学”，大蛋村的“党员活动日”制度，就
是践行“两学一做”的精神，用实际行

动为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现在不光是村民主动响应参加

活动，更重要的是，大家看到了党员
的先进性，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三
亚市委相关负责人说，强化党建，党
员干部转变作风，让群众感受到了
巨大的变化；党员干部走出“深闺”，
而群众得到的，是满满的“获得感”，
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美丽
家园新蓝图，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只
要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很多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描绘幸福家园蓝图

党徽闪耀在小康路上

三亚市农业局党员干部下基层、访农户、进田间开展帮扶指导

马脚村的特殊党课

“今后五年，是海南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关键时
期。党员干部必须起到带头引领作
用。”6月10日，三亚育才生态区马脚村
的104名党员迎来一堂“特殊党课”。
在三亚市农业局副局长冯永杰的带领
下，党员干部们重温了省第七次党代会
报告，领会党代会报告中“一个主题”

“四个目标”“一张蓝图”“三大优势”“三
大愿景”“六个坚定不移”“九大任务”等
关键内容，集思广益，描绘美丽幸福家
园的新蓝图。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员最
集中的地方是基层党组织，数量最
多的也是基层党组织。为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三亚在持续开展的“党
员活动日”系列活动中，将学习贯彻
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加强“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活动中的重
要内容。

“学习党章是全体党员的基本
功。”冯永杰透露，目前该局已形成
定期学习等良好氛围，并在严格要
求党员干部的同时，连续三年每年
选派精兵强将，担任帮扶点——马
脚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严格按照
中央规定的“建强基层组织、推动
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
理水平”四项主要职责，落实“三会
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

帮助马脚村党支部建立完善党员
管理制度，加强村“两委”班子队伍
建设，持续开展各类学习座谈会，
切实发挥党员在产业发展、公益事
业建设、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的先
锋模范作用。

“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
做。三亚通过大力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真学”上
进一步深化，在“实做”上进一步扎
实，并结合三亚实际创新有效载体，
坚持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开展

“党支部规范建设年”活动，推动“三
会一课”与“党员活动日”活动深度融
合，加强“痕迹”管理，在规范活动中

形成长效机制。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在调研该市基层党建工作时，充分肯
定开展“党员活动日”的好做法，鼓励
党员亮身份、做公益，带头攻坚克难，
把“党员”身份打造成老百姓心中的
正能量品牌。

严格落实党建各项制度，持续加
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开展

“党员活动日”系列活动，三亚通过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加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以“党员活动日”激发
党建新活力，正成为三亚推动各项工
作的有力抓手。

“党员活动日”激发党建新活力

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
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
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使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

“用‘党建’唱响脱贫攻坚的主旋
律已经成为三亚打好脱贫攻坚战的
前进曲。”三亚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
张磊说，目前三亚扶贫工作主要是为
贫困群众谋发展，建立长效稳定增收
的机制，三亚也始终把党建工作贯穿
始末，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加强建档
立卡贫困村的基层党组织堡垒，通过
党员活动日激活机关党委紧密联系
精准扶贫户、精准脱贫户的群众路线
通道，通过三亚市领导下村传达党代
会精神、解读党代会报告等“党建”组
合拳，引领贫困群众脱贫谋发展，以

党建促扶贫、以党建促脱贫、以党建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

陈庆斯现在是三亚市农业局驻
该市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工作队的负
责人，在这之前他担任该村驻村“第
一书记”。凭借着扎实的农业技术和
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陈庆斯从“田”
字做文章，为马脚村引进了青瓜、茄
子、豇豆、粳稻、山猪、山鸡、山羊等发
展产业，建立了3个农业生产示范
点，扩大冬季瓜菜种植面积1598.5
亩，并大力推动村容村貌与农业生产
条件的改善。据悉，在三亚市农业局
的大力帮扶下，马脚村自2015年8月
至 2017 年 3 月 共 增 加 收 入 约
1120.33万元，并成功实现整村脱贫。

“精准扶贫是我党的大政方针，
作为一名党员应当经常到贫困群众

中去，了解贫困群众所想，为贫困群
众解忧。”陈庆斯说，春节期间，他走
访村民时，每位村民都主动与其打招
呼，对他笑脸相迎，称他为“陈兄弟”

“陈伯伯”，而无论是到哪一家，他都
能叫出这家人的称呼，能说出这家家
庭生活生产情况，这样至纯的感情令
他感动、欣喜，也更加坚定了“要到群
众中去”的想法。

“将省党代会精神落实到本村的
发展上，必须要学会因地制宜。”严朝
君在调研吉阳区罗蓬村时曾提出，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应发挥支部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提
高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认识，唱响

“党建”的脱贫攻坚主旋律。
“下一个党员活动日，我们计划协

调相关企业入村实地查看，结成定向

采购模式。”冯永杰说，三亚市农业局
将发挥业务优势，积极帮助马脚村的
育才大榕树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羊
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全成果菜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6家农民合作社，在
发展过程中发展电商或走“互联网+”
路子，以多种方式开辟销售渠道，扩
大合作社规模，增加村民收入。

据统计，在党和政府的有效帮扶
下，2016年三亚计划脱贫人口4697
人，实际脱贫人口4678人，其余19
人虽然达到了脱贫标准，但按照“四
不退”工作要求，计划于2017年完成
退出。2016年该市扶贫对象人均纯
收入平均在7406.64元，较2015年增
长160%以上，均达到“家庭纯收入稳
定超过2965元/人”、“吃穿不愁”、教
育、医疗和住房有保障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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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为马脚村巩固户量身制定“致富经”。

马脚村党员与三亚市农业局党员志愿者共
同学习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马脚村巩固户周异雄正在学习精准扶贫政策。

本版图片均由三亚市农业局提供

农业局党员走访核查：

尚未巩固的群众
我们再拉一把

两万元，万余元。
前者是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马脚村村民周异雄

一家全年的收入，后者是家中大女儿读大学一年
的花销，数额不小的教育支出，使得这个脱贫不到
三年的四口之家，出现了返贫的风险。

马脚村是贫困村，已于2014年摘帽退出，但
脱贫户的巩固提升情况，仍然被定点帮扶单位
——三亚市农业局挂在心头。6月10日上午，三
亚市农业局来到马脚村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五个党支部全体在职党员分别下到五个村民小组
入户走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农业局第三党支
部党员肖鹏和同事来到周异雄家。

“大姐，区里反映您家里拟纳入教育保障，您
把家里小孩上学的情况给我说一下。”一坐下来，
肖鹏便开门见山地向周异雄的妻子董春花问到，
因为此次入户走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育才生态区
此前的“回头看”调查结果进行核实，了解脱贫户
的产业发展情况，家庭情况，以便精准帮扶。

“家里两个小孩都在读书，大女儿读大一，小
儿子上六年级。”谈起自家孩子，董春花有喜有忧，
喜的是孩子争气，忧的是学杂费生活费的负担。
她说，由于自家的4亩芒果还未挂果、2头母猪留
着生猪仔，2亩水稻、100株槟榔和夫妻二人打零
工就是全家的收入来源，“一家人赚的钱就供两个
小孩上学了，没办法改善生活。”董春花指了指墙
面连水泥都没有砌上的住房，唯一的一件家电
——电视机，“这已经坏了快一年，都没有修，要省
着钱给孩子读书。”

肖鹏与董春花交谈的过程中，去槟榔林干活
的周异雄骑着摩托车回到家。“供小孩读书的压力
还是很大，特别是受伤之后。”他光着膀子坐了下
来，去年他撞伤骨盆后，尽管走路无碍，却不能再
干重活，也导致去年的冬季瓜菜未能种植，家中又
少了一项收入。

“看看这个，您家也在帮扶的范围内。”肖鹏从
文件袋中拿出一册《育才生态区2017年贫困户发
展产业脱贫工作实施方案》交到了周异雄手中，这
本册子详细写明了种养殖、外出务工、种养殖类基
础设施建设、地力保育、种苗、饲料等多个方面的
补贴标准。“这是一个奖励政策，你们要多务工，多
种养，一定要勤劳干活，不能等。”肖鹏说。了解到
周异雄家的情况后，肖鹏让他安心：“我们会在教
育方面进行帮扶，和贫困户享受一样的待遇，其他
方面也会给予一定的关照，只要教育支出这个重
担卸下了，家里的情况会得到改善。”肖鹏告诉记
者，对于该村委会2014年脱贫退出的153户724
人中，脱贫成效尚不稳定的，有返贫风险的群众，
将会纳入到今年的巩固对象，“我们再拉一把，帮
这些脱贫户规避返贫风险。”

在肖鹏和同事离开后，周异雄将猪食准备好，
便返回屋子里拿出小板凳，坐在家门口，拿着刚收
到扶贫资料，对照着自己的情况，仔细阅读起来。

教育支出负担重，脱贫户出现返贫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