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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基层党建“牛鼻子”，铺就乡
村振兴“好路子”，鼓起广大群众“钱袋
子”。这句话，在文昌不是一句空话。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要求，各级党组
织都应充分认识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
性，层层强化久久为功，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抓党建、促发
展，为文昌实现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为完善机制体制建设，文昌市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的若干规定》，统筹推进农村、城市、国
企、学校等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提出具
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意见，并连续出台
了《关于推行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实施方案》，采取“1+3+X”的模式
（“1”是党的建设，“3”是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社会综合治理
等常规工作，“X”是基层党建的特色

自选动作），将加强党的建设融入到农
村各项工作中，推进“党建+”模式在
农村基层深化扩展、落地见效。

在今年初举行的 2017 年度党
（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议
上，文昌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均参加
会议。会上，市委主要负责人还根据
平时了解掌握和会前调研了解的情
况，采取“一述一评”的方式，对每名述

职党委书记逐一进行点评。
钟鸣明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文
昌将牢固树立党建理念，加强领导、落
实责任，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促进乡村
振兴。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

完善制度建设，筑牢战斗堡垒C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治国，我家腌制的鸭蛋明天给
你送过去！”“治国，你厂里人手不
够的话，我让孩子回来帮你。”……
5月 23日，今年31岁的许治国，走
在文昌文城镇白玉村内，无论是叔
叔爷爷辈、还是和自己年岁相仿的
村民，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
在村中如此受欢迎，是因为村民佩
服他的本事——用一个小粽子，让
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

白玉村，尽管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但因交通不便等原因，农民种
植加工的农产品经常销售不出
去。为了谋生计，村里年轻人大部
分都外出打工。

大学毕业后，许治国在海口找到
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在2017年下
半年，他辞职返乡想自己做一番事业。

许治国注册成立了文昌未来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电商渠道销售
文昌当地农产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他不仅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到岛
内各市县，还在上海等地设立分销网
点，将家乡的大米、水果往岛外销售。

许治国说，因为懂事，头脑灵活，
从小村里长辈就很喜欢他，自己也对
家乡有着浓厚的感情，希望能帮助同
村人发家致富。很快，他将目光聚焦
在小小的粽子上。

在白玉村，不仅有人大量种植
柊叶、水稻，而且还有人成规模养殖
生猪、鸭子，而猪肉、鸭蛋等恰好是
制作粽子必须的原材料。

今年年初，许治国让同样是大学
毕业在海口工作的哥哥许志龙也辞职
回家创业。

3月份，兄弟俩特意跑到浙江嘉
兴学习标准化粽子加工方法，并和白
玉村村民商量，租赁村里闲置的小学
教室当文昌市春晖食品厂厂房。经过
半个多月改造，打造出一个标准化的
粽子生产流水线。

“你看，这是包装车间，这是烹饪
车间，这是真空包装车间……”原本

陈旧的教室改造后焕然一新，30多
名村民穿着工作服，在各个车间忙碌
着。“现在是粽子销售旺季，食品厂
24小时连轴转，工人分三班倒。”许治
国说，人手不够时，村里60来岁的老人
也来帮手。

“治国，这是一万个咸鸭蛋，你过
来数一下。”村民黄良言开着皮卡车，
车还没停稳就大声招呼许治国来收
货。以前老愁鸭蛋卖不出的黄良言，
现在多了一份工作——根据食品厂
厂房需求量收购、腌制鸭蛋。

“我们今年粽子销量可能达到60
多万个。”许治国说，厂里生产的粽子
好吃，销量还在往上涨，现在他正在抢
建两条标准的粽子生产流水线。

粽子口感不错，又有一个强大的
网络销售团队，许治国经营的“农大
脚”农产品品牌名气也越来越大。

“今年过年期间，你要再来我们村
采访，你就会发现我们家家户户都在
忙着制作糖贡。”许治国说，现在村里
农产品只要一上市，他就可以帮村民
全卖光。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

文昌创新“党建+”模式，将基层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抓住党建“牛鼻子”铺就发展“好路子”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曾楚媚

5月21日，记者走进龙楼镇宝陵
村官村村民小组村民梁美暖的家时，
她正忙着搅拌米糠给鸡喂食。眼前这
个勤劳能干的农家妇女，脸上扬着自
信的笑容，让人难以想象，一年前她们
家还是村里的贫困户。

梁美暖告诉记者：“多亏有了政府
的各项帮扶政策，为我提供鸡苗、辣椒
苗，还提供技术指导、找销路，生活各
方面慢慢有了起色。现在三个孩子的
学费、生活费也都有了着落，今年我已
经脱贫了。”

谈到自己的脱贫路，梁美暖说，全
凭一股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

梁美暖和她的丈夫符国精今年均
已经50岁，家里三个孩子都在上大
学。为了孩子能够安心上大学，他们
通过不懈努力，在政府产业扶贫政策
支持下，在自家农田种植10亩辣椒。

在种植辣椒的初期，缺乏种植技术
成了他们的“拦路虎”。为了克服这一
难题，梁美暖主动积极参加龙楼镇政府
举办的辣椒种植技术培训班，并购买有
关书籍进行自学。吃苦耐劳的夫妇早
出晚归，细心耕作管理辣椒，亩产增值
量喜人，去年年收入达6万元左右。

在梁美暖的鼓舞和带动下，村里的

几户贫困户也以同样的方法种植辣椒，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效果并不理想。

梁美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通过
查阅辣椒种植资料和书籍，挨家挨户
到贫困户家里进行技术指导和帮助。

“她真的是个热心人！”在梁美暖的帮
助下，贫困户符国涛的辣椒也获得了
好收成。

“她不仅勤劳，还很有自己的想
法。她觉得自己脱贫了还不够，要让
村里的人都脱贫才好。”龙楼镇常务副
镇长苏文明是梁美暖的镇级帮扶责任
人，他告诉记者，“在扶贫电视夜校学
习过程中，梁美暖经常提议，希望政府
依托农业合作社的专业技术资源，推
广帮助贫困户发展‘建场所+提供种
苗+技术指导+防疫+销售’的禽畜养
殖一体化帮扶模式，带动更多贫困户
脱贫。”

梁美暖平时除了种植辣椒，家里
还喂养50多只鸡、3头牛。在梁美暖
的照料下，近日，母水牛产下了2头小
牛仔。

“困难只是暂时的，有能力再帮助
他人。”梁美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她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成才不
忘党的关怀和回报社会，将“爱心之
棒”传递。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

文昌纪检监察系统内部
谈话提醒教育常态化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黄云平）记者近日从文昌市纪委获悉，为进一步压
实纪检监察机关内部“两个责任”，加强队伍自身
建设，文昌市纪检监察系统积极开展内部谈话提
醒活动，针对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
取多形式谈话提醒，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今年以来，文昌以作风建设年为契机，建立
健全错误惩治和容错纠错机制，积极营造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谈话的核心，
就是要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让干部自省自警自
励，以思想上的自觉带来行动上的自觉。”文昌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开展以来，对全
系统纪检干部谈话提醒96人，其中乡科级干部
38人、一般干部58人。

据了解，谈话提醒分为提醒谈话、批评教育、
责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即：各级纪委收到反
映纪检干部的问题，但反映问题过于模糊、无法证
实的，相关领导应对其进行提醒谈话；发现纪检干
部存在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的，相关领导应当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发现
纪检干部有轻微违纪问题的，相关领导应当责令
其做出书面检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检讨，对其
进行诫勉谈话，由本人做出说明或检讨。

文昌开展校园安全管理
专题调研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黄良丰）日前，文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开展
了校园安全管理工作专题调研，旨在进一步改善
校园安全环境，建设平安文明校园

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中小学校实地
查看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研发现，
部分学校校园安全意识不够强，各项安全制度
落实不到位；校园安全物防、技防设备不完善、
不达标，人防力量不足且学校安保人员综合素
质不高等问题。

对此，调研组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争取国
家学校改薄项目和省市专项资金，不断完善学校
物防和技防建设；各方综合施策，认真做好校园
安保人员的聘请工作，及时配足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管理人员；各职能部门要压实责任，齐
抓共管，共同营造校园安全与社会和谐的氛围和
环境；强化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加强对学生上
学、放学主要路段进行巡查、疏导，并完善警示
牌的设立；加强对学校食堂的检查，定期组织从
业人员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加强校园疫情监
测，及时指导学校做好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工
作；各级各类学校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的消防安
全工作，定期排查检修电器设备及线路；加强校
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坚决取缔黑网吧，加大对
毒品及放高利贷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净化校园
周边环境等。

文昌全面打响环境整治攻坚战

建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保洁机制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为进一
步改善城乡容貌，文昌市近来大力推进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全面打响环境整治持续攻坚战，截至目
前，已初步建立起机械清扫、人工保洁相结合的主
次干道清扫保洁机制。

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文昌采取“五
定”与巡回相结合的生活垃圾收运模式（“五定”即
定区域、定车辆、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全市共
设清运路线17条，早、中、晚三班按时发车，对城
区生活垃圾进行定时、定点清运处理。

与此同时，文昌城区建设有25座垃圾屋，2
座垃圾压缩收集点，实现密闭化收集。文建路、文
中路、东风路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实行巡回上门
收运方式，确保城区120吨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化
处理率达100%，城区机械清扫面积达180万平
方米，机械化清扫作业率达69.8%，全面达到规范
化、制度化、常态化标准。

在做好日常保洁工作的基础上，环卫部门进
一步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对垃圾桶、果皮箱和
垃圾屋进行清洗、蚊虫消杀，并抓好城区公厕管理
工作，设置专人负责公厕日常清洗保洁。同时，全
力推进城区河沟水面垃圾清理工作，累计清理河
道垃圾约400吨，进一步净化城区环境。

文教大桥改扩建工程
预计6月底建成通车

本报文城5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昌市文教大桥改扩建工程指
挥部获悉，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抢工、冲刺阶段，目前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预计今年6月底建成通车。

文城至铜鼓岭公路改扩建将为文昌航天发射
场供一条辅助通道，文教大桥改扩建工程是文城
至铜鼓岭公路改建工程的一项配套工程。大桥全
长205米，总宽为19.5米。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墩柱、
盖梁施工。现场技术人员张嘉豪介绍，现在每天
大约有40名工人抓紧施工，希望赶在台风季来临
之前全部完工。目前，桩基工程完成90%，下部
结构也完成90%，空心梁板共计150片，现在完成
105片，目前约完成总工程量的8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的基础。”党的工作最
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
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
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
松。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抓党建不是一句空话，而
是牵引基层各项工作的“牛鼻
子”。文昌实践告诉我们，只
有基层工作抓实了，人民群众
满意了，党的工作才有坚强的
组织保障和力量支撑。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
建设美丽乡村，文昌都着眼于
抓基层、强基础，各个基层党
组织坚持“抓党建不离中心工
作，抓业务不离党建工作”，积
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并以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为契机，密切党群关系，将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以党建引领经济
社会发展。

短评

筑牢根基
需强化党建

文昌月亮湾起步区位于文昌市昌洒镇东海岸地区、滨海旅游公路龙楼至昌洒段，与全国文明村白土村相毗邻，以生态资源保护利用为出发点，倾力
打造以旅游服务为核心、集旅游观光、滨海度假、体育休闲、康疗生活和综合服务于一体的高端旅游度假区。从2010年启动建设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完
成投资额143.84亿元。图为月亮湾美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距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仅7.6公里的龙楼镇红海村下辖的好圣村，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如今已成为游客采摘航天育种
瓜菜、品尝“航天菜”、购买航天主题旅游商品、感受航天科技魅力的热门旅游目的地。红海村党支部书记符和乐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村子里走走，11户
村民家中谁出去打工了、谁返乡创业了，他都心中有数，因为在整个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头羊”，没少入户做过群众工作。

今年以来，文昌市积极探索推广“党建+”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密切党员群众之间的联系，将加强党的建设融入到基层各项重
点工作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航天主题壁画、火箭造型标识、航
天瓜菜农庄……5月14日中午，记者
一行走进好圣村，只见椰林掩映的村
庄里，整洁的柏油村道，规划有序的民
居，生机盎然的菜园，其间随处可见航
天元素。

“美丽乡村建设，最难的是什
么？解决资金和土地问题！”符和
乐说，好圣村的村庄建设规划是在
文昌市域“多规合一”和龙楼镇的

规划指导下进行的，原先不符合规
划的建设要统一规划，原先靠打鱼
务农为生的村民要发展旅游服务
新产业，都得靠党员干部一户一户
做通思想工作，一桩一桩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

村民郑有超家的庭院开阔，房前
屋后遍布瓜菜园，适合经营农家乐，
可是缺少前期投入的资金。得知这
一情况后，符和乐一次次登门沟通，

并协调政府工作人员为郑有超办理
了宅基地不动产权和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颁证手续，利用两权抵押试
点政策与银行对接，帮忙申请到贷款
10万元。如今，郑有超的“乐家家”
农家餐馆已经开业，有时一天营业额
数千元。女主人林春雪高兴地告诉
记者，客人多了，她和丈夫忙不过来，
所以请了亲戚朋友帮忙，一共解决了
6个人的就业问题，“家门口创业比

外出打工挣得还多”。
与此同时，好圣村还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帮助下，引进龙头企业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餐厅、航天民宿等
旅游业态，让原本落后的小渔村焕
发出新的活力。

去年底，龙楼镇红海村被评为
省级五星级美丽乡村，好圣村被
省农业厅列为海南共享农庄创建
试点。

党员干部跑腿，激发乡村活力A

在文昌市会文镇，一家招收了56
名残疾人员工的社会福利企业，党支
部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宣传党的
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三
大任务扛在肩上，竭尽所能地帮助残
疾员工，回报社会。

企业负责人吴敬，早年在工厂打
工，亲眼看到残疾人生活不易，便暗下
决心要自己办工厂，帮助残疾人就

业。2011年，他拿出多年积蓄，四处
筹钱，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车子，骑着
摩托车创业，办起了文昌金泰椰棕制
品有限公司，第一批招收的20多名员
工中，就有13名聋哑、肢体残疾人士。

此后，文昌金泰椰棕制品有限公
司还联合会文镇政府，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先后与20户贫困户签订
生产帮扶合作协议，并吸纳2人在公

司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脱贫。
为入职员工购买“五险一金”，免

费提供吃住，每月每人发工资2500
元。不但如此，2017年，公司再投入
220万元，对员工宿舍进行全面改造，
为每个楼层设置厕所、残疾人专用通
道等，让所有残疾人都能无障碍通行。

今年33岁的王霞，因常年坐轮椅
曾经非常痛苦自卑，入职吴敬的工厂

后，逐渐变得开朗。她动情地告诉记
者，在公司，残疾人不仅能够自强自
立，而且生活方便，大家能够感受到公
司的关怀和用心。

为让大家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
公司党支部还在文昌市委组织部的指导
下，在公司长廊专门设立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墙。如今，包括王霞在内共有4
名残疾人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

“党建+扶贫”，公益暖人心B

龙楼镇官村村民梁美暖不忘助乡邻

自己脱贫还不够 全村脱贫才最好
文昌返乡青年许治国办厂创农产品品牌

“农大脚”粽子让全村人有了奔头

月亮湾
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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