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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学习百问6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现场见闻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林蓁蓁）日前，省
委统战部机关党委负责人及各党支部党员干部深入
扶贫联系点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专题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结合可任村及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详细讲
解了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三农工
作”、脱贫攻坚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宣讲指出，可
任村党员干部及困难群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振信心、鼓足干劲，激发
脱贫的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智紧密结合，规划好
可任村持续发展的产业，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冼道告诉大家，
要强化村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化思想帮扶、深化“三保障”
帮扶、深化产业帮扶。突出本地特色，重点打造秀珍
菇、黑山羊、蜂蜜等特色品牌，同时继续抓好“白沙同
心理丰养殖专业合作社”“白沙阿诚养殖专业合作社”
及可任村淘宝店等重点项目，用“身边事”激励“身边
人”，渐渐改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让越来越多
贫困户主动要求参与种养等发展项目中。

现场气氛热烈。村民们纷纷表示，一定按照中
央和省委部署要求，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让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可任村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省委统战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赴
扶贫联系点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让乡村振兴战略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石中晨 实习生卢进
梅）记者今天从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获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检验和巩
固师生党员学习成果，该学院将
组织 386 名师生党员接受两次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测
试。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师生党员
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该学院党委在组织收看党的

十九大开幕会后就及时组织开展
集中学习，并及时为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配发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十九大文件汇编等学习辅导材
料，要求师生党员通过“手机快
餐”、网络学习等形式开展个人自
学。此次知识测试是对大家前期
学习效果的检验。

据介绍，知识测试将充分利
用该学院信息化技术优势，采取
线上答题的方式进行，通过扫描
二维码或网址链接进入党的十

九大精神知识测试题库进行测
试。

测试紧紧围绕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
主线，重点检查师生党员对党的
十九大报告、十八届中央纪委工
作报告等内容的掌握情况。卷面
上设置了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两大题型，测试结束后将自动
生成成绩，测试不合格者须重新
学习后再次进行测试。

该学院学生处党支部书记傅
清学认为：“参加知识测试能帮助
我们查缺补漏，同时也能倒逼我们
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学习钻研党的
十九大精神。”

公安司法系学生党员胡涵则
告诉记者，自己一直积极参加集中
学习，同时抓好自学、积极参加测
试，希望真正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懂弄通做实。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组织人事
处处长童跃武表示，知识测试有利
于形成以考促学、真学真用的浓厚
氛围。下一步，学院党委将针对测
试结果，有针对性地抓实师生党员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督
促党员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真
正在学院落地生根。

十九大精神进校园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通过知识测试巩固学习成果，让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以考促学 真学真用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
况昌勋）今天上午，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国网信系统宣讲报
告会在海口举行。中央网信办宣
讲团成员、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协
调管理和执法督查局副局长申月
为海南网信战线工作者作十九大
精神宣讲报告。

申月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深
入浅出、全面系统地解读了党的十
九大精神，特别是深刻讲解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战
略思想。申月强调，网信系统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既要立足本职、
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网
信工作明确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更要着眼大局，把十九大确立的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以及各方面的重要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
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十九大精神
在网信系统落地生根，通过做好网
信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提
供有力保障。

省网信办负责人表示，宣讲报
告十分精彩，理论性、思想性、操

作性强。大家要继续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迅速兴起热
潮，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不
断探索新形势下网信事业发展的
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着力加强
党的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网络铁军。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还将赴三亚
宣讲十九大精神。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来琼宣讲十九大精神

确保十九大精神在网信系统落地生根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张健）记者今天从海南航
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连日来，该
公司根据海航集团、海航旅业党委统
一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干部员工喜闻
乐见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11月14日上午，党的十九大精
神省委专家宣讲团专家走进海航集
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海南航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干部员工聆
听宣讲，并就如何领悟党的十九大
精神实质，如何将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展开深入探讨。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以来，该公司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力争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
位员工。

海南航空财务部党总支书记兰
天表示：“十九大报告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强化

‘四个意识’，不折不扣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记者了解到，海航集团党委高
度重视并不断创新企业党建工作，成
功探索了一套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
模式。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海航集团旗下旗舰企业，党建工
作卓有成效。截至6月30日，海南航
空党委下设党组织20个，各个层级
的党组织基本完善，党员共计（含预
备党员）2116名。该公司将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推动海南航空转
型发展，将海航集团董事局“面对新
时代和新使命，海航要有新作为”的
要求落到实处。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在新时代谋求新作为

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
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看，主要问题和不足是：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发
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等问题以及一些方
面和领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
还不能够均衡和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
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
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
出，新产业和新动能成长还不够快，经济增长还没有
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
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方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仍频频发生，人民群众对大气、水、土
壤污染等问题的反映依然强烈。民生领域还有不少
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
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
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
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
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
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

从党的建设方面看，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正
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的那样，我们党面临的执政
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
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
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还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理论武装、理想信念和党
性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些党员、干部对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还存在不少
模糊认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
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四个自信”和“四个意识”不强
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从严治吏取得重大进展，但
不敢担当、“为官不为”现象突出，不少干部素质能力
和精神状态还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但一些领域
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一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充分。再比如，

“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不良作风树倒根还在，
反弹回潮的隐患和压力犹存，新的隐形变异问题时
有发生。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反腐
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廉洁风险依然突出，党员
违纪问题仍然频发，“小官大贪”、“微腐败”问题还比
较严重。从这些情况不难得出结论，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
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
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
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敢于正视不足，勇于直面困难和挑战，是我们党
的优秀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
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坚实
基础，但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甚至骄
傲自满。对摆在面前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挑
战，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不但不能把
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甚至连现状都难以维持下
去。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既看到成绩又看到不足，既
坚持经验又吸取教训，把不足作为今后工作着力克
服和弥补的重要方面，把困难和挑战作为今后发展
着力化解和攻克的重要任务，不断发扬成绩，弥补不
足，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怎样理解我们的工作
还存在许多不足，
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第一书记在行动

■ 本报记者 贾磊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毛纳村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验收完毕，我们要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实现乡村发展。”近日，
在村里新建的400多平方米圆形大
舞台上，五指山水满乡毛纳村驻村第
一书记秦存平给村民代表宣讲十九
大报告。

在毛纳村的入口处，富有民族特
色的“咕嘎缘大门”格外夺目。沿着
村道，记者看到，特色农副产品展销
商铺和仿船型屋修建的游客接待中

心已经全部建好。
指着这些崭新的设施，村民王大

彬问：“我们该怎么利用这些新设施
发展起来，怎么赚钱啊？”

“问得好！”秦存平应道。秦存
平已经与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五
指山市文体局等部门商量，将在这
个圆形大舞台展示毛纳村最有特色
的表演。

“以后我们每周固定时间有3场
演出，‘远古声音’‘古老爱情’‘大圣
归来’这3个章节主要表演我们黎族
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展现民族文化，
同时也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剧本
正在创作中，到时候我们村民都是演

员！”秦存平说。
在产业兴旺方面，毛纳村也在行

动。
过去，村民们在田洋里种植山兰

稻，产值偏低，要让毛纳村脱贫致富，
选择产业是关键。

“百香果怎么样？毛道乡的百香
果卖得特别好！”“我们就在水满乡，
做好茶叶也能赚一笔……”在一次村
民大会上，村民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见
解。

秦存平之前已经先后考察了全
省多个地方的百香果、水满茶等本地
特色品种的市场和种植情况，心中早
已有了一杆秤。

“百香果种植已经在五指山市毛
道乡大面积推广开来，水满茶虽然早
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其总产量和总需
求还是相差甚远。”毛纳村在秦存平

的带领下，推动村里形成以水满茶产
业为主，灵芝螺、洋蓟花为辅的特色
种植模式。

“我专门请了水满茶的种植农科
专家给村民培训，灵芝螺目前长势喜
人，市场前景可以说供不应求，洋蓟
花好看又好吃。”秦存平说。

宣讲中，秦存平还与村民一起商
议：美丽乡村既然要美，就必须达到
整洁的要求。他希望村民们积极配
合，做到污水不乱排，垃圾不乱丢，死
角要干净，水沟要通畅。“做好这些是
我们实现美丽毛纳的基础，让村民早
日吃上旅游饭。”他说。

望着村里平地起亭台、田洋
变花海，梦想一步步逼近现实，作
为驻村第一书记的秦存平越干越
有劲。

（本报五指山11月16日电）

五指山水满乡毛纳村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验收完毕

让村民早日吃上旅游饭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咱们村要是发展槟榔种植，今
年早脱贫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村的
紫玉淮山产业如今势头好！来年扩
大种植面积，就是王牌产业了！”

……
11月11日中午，白沙黎族自治

县打安镇南达村口的一棵杨桃树下，
一场讨论正在热烈进行。

主持讨论会的是党的十九大代
表、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
记羊风极。他手里揣着几页有些皱
了的宣讲稿，和南达村的党员干部们
一起，顺着十九大报告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话题热议着。

“想致富，又不知道种什么好，
紫玉淮山产业算是给大家吃了定心
丸了吧？”说起今年初在南达村里落
地的紫玉淮山产业，羊风极笑道，有
农户试点种植成功，也有农技人员
普及了技术，当下正是把产业做大
的好时机。

“别看村里现在只有30多亩的
种植面积，镇里、县里乃至省里，都对
咱们的产业很关心。”羊风极说，今年
紫玉淮山产业定下的目标是扩展到

500亩，大家都得行动起来。
哪户村民家还没有稳定的产业

发展，要率先动员起来种植；哪户村
民在今年的试验种植中攒够了经验，
能做铺开产业排头兵……羊风极像
个指挥脱贫攻坚战的“将军”，对“战
况”了若指掌。

而羊风极了解的不仅是“战
场”，还有市场。就在不久之前，他
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想以每斤6元的
价格包销南达村紫玉淮山的客商。

“紫玉淮山不愁卖不出去，为啥不
自己闯闯市场？不能把好东西卖便
宜了。”

早在紫玉淮山产业落地之初，羊
风极就自己做了大量功课。跟驻村
第一书记商量、跟农业技术人员讨
教、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他硬是把自己学成了半
个淮山“专家”。

“既然6块钱都不卖，就别把紫玉
淮山当成普通农货。”村干部的一句
话很契合羊风极的想法：把紫玉淮山
做成品牌，同时借助白沙成熟的电商
销售渠道卖往全国，使其成为村里的
支柱产业、明星产业。

短短一个小时的讨论里，从产业
发展的问题、亮点，到未来的规划、前

景，一个个想法在讨论中闪现，也慢
慢从想法成为规划。十九大报告里
的乡村振兴蓝图，在南达村里算是铺
开了一角。

其实，羊风极并不是南达村的干

部，能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将各村的
产业发展都烂熟于心，足见羊风极功
课做得有多深。

临走前，一颗熟透的杨桃从树
上落了来，羊风极回头望了一眼，

若有所思。南达村的杨桃很甜，
他已尝过无数次，如今村民的生
活甜不甜，还得看这淮山产业发
展好不好。

（本报牙叉11月16日电）

十九大代表、白沙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宣讲十九大精神

杨桃树下话发展

羊风极（右三）在南达村结合当地生产、扶贫情况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昨天上午，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火山山歌老艺人带来
的一首新创作的火山山歌《民族复兴
中国梦》在秀英区文化馆唱响，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这也标志着“贯彻十九
大 山歌唱给党——秀英区‘火山山歌
大赛’”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海口市秀英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火山山歌大赛”将从挖掘、
保护、发展、整理和传承秀英火山地区
独有的山歌文化着手，让人们“记得住
乡愁”，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同
时，要把十九大精神融入到山歌中，采
取全方位、多形式、多载体的深入宣传，
让群众对十九大精神入心入脑。

海口秀英区启动
“火山山歌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