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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曾经一段时间，海南农垦面临
着执行力不强、工作作风不硬、凝聚
力偏弱等问题。而如今，执行力大
幅提升、办事效率不断提速、项目建
设热火朝天……海南农垦的凝聚力
极大增强，干事创业劲头空前高
涨。这份反差巨大的变化从何而
来？就来自于把党建视作企业“根”
与“魂”的正确导向，来自于长期以
来狠抓党建、固本强基的不懈努力。

不可否认，一些企业对党建工
作存有抵触情绪，认为把经营做好
便万事大吉，党建工作无关紧要。
事实上，这是一大误解。党建工作
上不去，何来凝聚力、战斗力？明确
思路、理顺机制、强化执行……党建
工作与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
海南农垦不断迈上新台阶。这充分
证明，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
聚力。

当前，发展形势紧迫，改革任务
繁重，常常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的情况，如果党建缺失或者
薄弱，就会捉襟见肘、穷于应付，相
反，倘若能够像海南农垦那样，在日
常中把党建工作做实、落细，便可有
效增强凝聚力、战斗力，从而以不变
应万变，做到有条不紊，从容应对，
实现更好发展。所以说，党建工作
不可或缺，务必要跟上。

“为期一个多月的农场公司和二
级企业调研跑完了，让我欣慰的是农
垦改革如火如荼、成效显著，但让我
揪心的是，总觉得党建在弱化、淡化，
很多二级、三级公司没有设党委（总
支）会议室，党建制度不上墙，工作汇
报不谈党建。我认为，党建要和农垦
改革同步推进，要从标准化党支部建
设抓起，2017年抓试点，2018年上半
年全面完成。”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回忆2017年上任
之初时的调研，十分感慨。

“虽然农场改制成公司了，但党
委在企业里到底是什么地位，党建工
作应该怎么开展，这些问题似乎还没
有找到答案。”一年前，刚从龙江农场

场长转为龙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的陈吉明曾有过这样的困惑。

陈吉明的困惑，也是垦区新成立
的农场公司当时普遍存在的疑问。

尽管农场公司化改革画上了句
号，传统的党建体制机制、工作方法
却未改变，且与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
之间出现了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身处这种大环境之下，海垦下属企业
往往先算“经济账”，后算“政治账”，
党委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党建工
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弱化。

2015年，海垦控股集团正式成
立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
了海垦企业绩效考核体系，而党建工
作目标考核却没有被纳入其中。这

使得一些干部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
认识不足，进而导致执行力不强、作
风建设不过硬，成为新一轮海南农垦
改革发展的又一大掣肘。

此外，垦区基层党组织虚化、
弱化、边缘化的“三化”问题也不容
小觑。

过去，让东昌农场公司十九队党
支部书记吴岳雄最头疼的一件事，就
是党员活动中心透风又漏雨，要借别
人家的房子开展组织活动。

虽然这只是个例，却也能从中窥
见垦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短板。“7
个党员8颗牙、电喇叭广播变哑巴、
党员开展组织活动要借用别人家
……”这些在垦区职工群众中流传

的戏言，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版
本。除了部分基层党员年龄偏大、
基层党组织阵地设施薄弱、党支部
及党员活动场所陈旧，党员管理滞
后、作业区“空心化”也成为基层开
展党建工作的瓶颈。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随着新一
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党
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干部执行
力不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
节等问题日益凸显，这让新成立的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领导班子思忖良久：
党建工作如何定位、如何强化、如何
发力，事关整个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稳
定的大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解决！

海垦以党建为引领，补齐短板，强化执行力，促进企业改革发展

党建铸魂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是灯塔
为其指明了方向。党建之于国
企，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10年前海南农垦推
行管理体制改革，得益于党组织
建设引领着这艘“巨轮”冲破了体
制、机制的藩篱，向纵深方向破浪
前行的话，那么，面对着新一轮海
南农垦改革的大潮奔涌逐浪高，
今日之海垦则需要拿出弄潮儿涛
头立的勇气和智慧，瞄准短板，对
症施策，让党建工作在改进中加
强，在创新中发展。

将管党治党融入农垦改革发
展的全过程、驰而不息加强执行
力建设、破解基层党组织虚化、弱
化、边缘化问题……“企业发展到
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哪
里！”以这句掷地有声的承诺为起
点，新成立的海垦控股集团党委
开启了“抓党建强堡垒，凝心聚力
再创业”的探索实践。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徐薇
通讯员 吴仕章

垦区各级企业把党建融入生产
经营管理全过程——

激发产业新活力
基层党旗分外红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钟颢

10月18日上午9时许，阳光从摇动的
树叶丛间透射进来，胶汁缓缓地渗落到胶杯
中，海胶集团龙江分公司茶山八队胶工潘金
吉正拎着胶桶收集胶水。靠近路边的一株
胶树上，挂着一个“党员示范岗”的牌子，在
朝阳中熠熠生辉。

“公司通过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打
造了一支思想更加上进、技术更加精湛的胶
工队伍，全面促进割胶技术的平衡发展。”龙
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蔡儒学说。

一面党旗就是一个航向，一面党旗就是
一个坐标。在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中，
垦区各级企业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
程，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
来，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大大地激
发了企业发展的新活力。

激活基层“红色动能”

“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加强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全局。”海垦控股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说。

在深化新一轮改革的过程中，海垦集团
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基层党员活动中
心、党员活动室和党建活动园地规范化建设
的实施方案》，创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推动
垦区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八一总场公司先后投入26万元，建成
党支部示范点2个，筹资264.7万元，先后新
建、改建和维修场部及队级活动场所4个，党
建活动工作专项经费全年投入22.9万元。”
八一总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永华说。

今年，为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荣光
农场公司党委分片区深入基层开展党建工
作业务培训，一改过去在总部会议室集中各
单位党务工作骨干进行授课的方式，将培训
课堂下移到基层党支部。

今年，海胶集团党委创新党委议事机
制，走出会议室，将“移动党委会”开到了工
厂、合作社、田间地头，努力发挥好党委把方
向、管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引领作用，最
终达到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的目的。

党建培养了队伍，营造了正气

“党员就是要起示范带头作用，认真完成
组织交代的任务。来自党组织的关怀和鼓
励，为我们割胶工作增添了动力。”潘金吉说。

多年来，潘金吉一直坚守割胶岗位，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承担了更多的任
务量，从原来每天割1200株胶树扩至1800
株以上。割胶技术扎实的她还积极做好“传
帮带”工作，帮助胶工们提升割胶水平。

今年被评为省国资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的符小琴，是海垦茶业集团琼中乌石白
马岭分公司的技术员。过去18年来，她率
队相继研发出了白马骏红、白马君红、白
马雾珠等一批茶叶新品，大受市场欢迎，
使茶工收入大幅增长。

“在推进基层各项工作中，党建工作发
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荣光农场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夏海泉认
为，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各项急难险重
的工作中，党员们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吃苦在前、冲锋向前，攻克了许多困难和
问题，促进了企业良好经营发展。

“党建是最好的投资。”龙江农场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吉明说，“党建培养了队
伍，营造了正气，这是用钱买不来的。”

强党建与促发展“同频共振”

近日，在龙江农场公司红心橙示范基
地，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农业物联网系
统的视频设备。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该公
司的红心橙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促进公司增
效、职工增收。

“党建是国有企业的‘根’与‘魂’，企业
改革要想走得快，走得稳，首先要解决思想
上重效益、轻党建的问题。我们通过创新党
建工作方式和创新党建工作载体层层抓落
实，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作
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陈吉明说。

“2017年以来，农场公司通过‘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助推党支部建设。”红明农场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介绍，红明红水
果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在闯市场中继续发力，
发挥种植荔枝致富户党员骨干辐射带动作
用，让3000多户果农学技术，促进了荔枝产
业发展。

为了将生产与党建融合，使思想政治工
作的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的硬实力，许多农场
公司党委把企业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中的
难点和薄弱环节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针
对制约生产发展的重点难点和发展中的瓶
颈问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实现
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抓党建就是抓改革、抓发展、抓效益，
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海南农垦持
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杨思涛说。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钟颢

“岑书记，这鸡蛋花能种不？”“可
以可以。”和一名农户打完招呼，岑新
充继续朝着不远处的养猪场走去。

今年55岁的岑新充是南金农场
公司二区基地九队党支部书记。
2011年，他引进外来养殖专业户建
设了养猪场，如今全队每家每户都能
利用沼气烧水做饭，连肥料投入费用
都减少了。

近年来，岑新充带领九队全体党
员，坚持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
发展为主要目标，深入开展“传、帮、
带、扶”活动，组织党员组建文娱、卫
生环境、农技服务小组，着力为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在九队，种植妃子笑荔枝的农户
有30多户。前些年，有些农户因不
善管理而颗粒无收，渐渐对种植荔枝
丧失了信心。

2013年，有着丰富荔枝种植技
术的岑新充带头建立定安荔海热带
果蔬专业合作社，组建荔枝种植技术
帮扶小组，利用自家10亩荔枝地作
为种植示范基地，每个季度定期开展
荔枝种植技术培训，把自己多年摸索
的荔枝管理技术手把手传授给农户，
还经常赠送肥料给贫困户。

“家里原先种有100多株荔枝，
由于缺乏管理技术，几乎没有什么经

济效益可言，我几乎想要砍树改种。
得到技术帮扶后，荔枝产量逐年稳中
有升，经济收入可观，家里盖起了新
房子，生活得到了改善。”该队荔枝
种植户岑运明说。

如今，单荔枝这一项，每年全队
的收入将近100万元。

在九队，党员活动室不仅是党员
干部议事、调解矛盾纠纷的场所，还
是学习培训中心。党支部经常把农
户召集在一起，利用远程教育平台，

集体学习荔枝管理技术，并且邀请专
家来讲课，为农户解决生产难题。

在带领职工群众发展经济的同
时，九队党支部的其他工作也做得有
声有色。近年来，凡职工群众因病住
院，党员们都会到医院慰问；每逢重
大节日，村里的孤寡老人会收到慰问
金和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
怀和温暖。

作为南金农场公司打造的两个
示范化基层党支部之一，今年7月，

九队党支部被省国资委评为省国资
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被海垦集团
授予“十佳规范化党组织”荣誉称号。

“服务好职工群众是我们最大的
责任。做好基层党组织工作，关键
在于怎么和职工群众沟通，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不仅让党员积极自愿
参与进来，而且还要带动身边其他
非党员同志参与进来，形成大家一
起干、大家一起学的风气和劲头。”
岑新充说。（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南金农场公司二区九队党支部：

党支部就是群众的“靠山”抓党建就是
抓生产力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做
好穿针引线、承上启下的工作，落实
方针政策，带动职工发展，归根到底
要靠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

在诊断出垦区基层党组织虚化、
弱化、边缘化的“三化”症结后，海垦
控股集团党委开出“药方”：按照“三
亮六有十上墙”的标准，加强基层党
支部规范化建设，打造海垦特色党建
工作品牌。2017年至2018年，集团
先后投入975万元，二级企业配套
2600多万元，建设规范化党员活动
中心48个，党员活动室993个。同
时，强化支部书记培训，在青年和工
作一线中发展党员，合理优化基层党
支部设置。

新修的房，雪白的墙，统一外观

设计、统一布局标准的党员活动中
心、活动室犹如一颗颗珍珠镶嵌在海
垦大地上。在这里，广大党员除了开
展党员活动外，还能与职工群众同念

“土地费收缴经”，探讨“产业致富
经”，交流“技术帮扶经”。

职工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
强不强，关键看头羊。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垦企业通
过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带动了产业
发展、职工增收。南金农场公司大力
发展菠萝蜜产业，发动党员干部入
股，今年实现产销两旺；红明农场公
司以“党支部+党员致富户+农户”的
方式，持续带动3000多名果农学技
术，带出了一个年总产值达2.2亿元
的荔枝产业；南田农场（海垦神泉集

团）党员干部带领广大职工从发展芒
果、温泉产业拓展到农旅结合，正在
向“两个率先”的目标奋进。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在夯实基层
党组织阵地的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党
委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助力
民生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招”。

最近，母瑞山农场公司贫困户冯
尔信有两件事要忙，一是养羊，二是建
房。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党员干部

“一对一”帮扶，不仅筹措资金帮他买
羊，骑车带他去党支部收看电视夜校
节目学技术，还帮忙联系贷款建房，真
正让他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通过党员干部帮扶、产业发展支
撑，海垦企业“党建+扶贫”的精准扶
贫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利用清理整

合84亩龙眼园和121亩闲置用地建
立扶贫基地，荣光农场公司党委推出
了“分利不分地”的产业扶贫新模式；
结合各茶叶产区的不同特点，海垦茶
叶集团党委制定了几套产业扶贫实
施方案；引导困难职工发展传统黎锦
手工艺，金江农场公司党委帮助126
户困难家庭增收致富……两年来，海
垦以党建促脱贫初见成效，今年年底
前，垦区将有2618户、9706人实现脱
贫目标。

强基固本筑堡垒，给海垦党建工
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以此为契
机，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在实践中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勾勒美好新海
垦的画卷也在徐徐展开……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强基固本的对症之策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对
于海南农垦这个全省最大的国有农
业企业集群来说，党建工作不仅要通
盘考虑，还需精准落子。

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新成立的海垦控股集团党委提出
了“党的建设是农垦企业的‘根’与

‘魂’”的重大政治定位，坚持垦区党
建与农垦改革发展同步谋划、党的组
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
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
作目标任务同步部署。

特别是在组建产业集团和农场
公司的过程中，海垦控股集团党委把
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和
议事规则，保障和完善党组织参与重
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实现集团所
属二级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
挑”，将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纳入企业
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巡查制度，落实
治党责任……采访中，不少海垦下属

企业负责人坦言，海垦党建正以其从
未有过的高度、深度、广度融入到企
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
方向、凝聚力量，形成‘围绕中心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
业侨如是说。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对党建工作的
“落子”，让陈吉明豁然开朗。今年8
月，龙江农场公司出台了一份管理事
项授权清单，涵盖了91项授权管理事
项。这份清单是在征求农场公司党委
会意见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这
种决策前置，确保了公司党委在政治
上把住方向，在工作上把住目标。

决策定了，机制顺了，思路明了，
关键是要把工作从“纸面”落到“地
面”，强化执行力成了不二之法。

海垦控股集团以党建为引领，把
中央和省里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抓

工作落实的具体行动，列出任务清单，
做到人盯事、人盯人，逐项对照落实。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真刀真枪推
进土地清理的过程中，垦区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带头报告个人土地承包情
况，带头推动工作，并对少报瞒报的
人员进行了严肃查处。目前，土地承
包租赁合同换（补）签率整体超过
96%以上。

沿着这一思路，“从我做起，马上
就办”从一句口号变为海垦人的行动
坐标。

今年5月，在海南农垦百日大招
商活动中，海垦控股集团主要负责人
亲自挂帅，当起了“推销员”，率领精
兵强将赴全国各地50家以上的企业
精准招商，签订合同协议40份，其中
合作合同27份、战略框架协议13份，
投资总额585亿元。

车辆穿梭、机器轰鸣、施工队马
不停蹄……今日之海垦，处处奔涌着

项目建设的热潮，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海垦旅游集团项目组纷纷成
立特战队，倒排工期、攻坚克难，一天
当成三天用，争分夺秒让图纸变成现
实。

强化执行力，办事效率提速是看
得见的变化。“新的投资项目极简审
批管理办法真给力，让项目审批提速
50%以上！”海垦神泉集团副总经理
郑文坚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海垦神
泉集团一份总投资7亿元的项目合
作方案，从提交申报材料到获批仅用
了不到两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以来，海
垦控股集团在全省国有企业中率先
建立巡查制度，对强化执行力建设、
促进企业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去年，集团在开展以核实土地承
包关系户情况为重点的专项巡察后，
红明农场公司增加土地面积1.1万
亩，增加土地收益约200万元。

勇于革新的探索之路

瞄准短板的党建之思

南金农场公司打造标准化党员活动中心，党员职工们在党员活动中心阅览室里读书学习。 徐海鹰 摄

｛

｛2017年至2018年

二级企业配套
2600多万元

规范化党员活动中心48个

党员活动室993个

集团先后投入

979755 万元

建设

两年来

海垦以党建促脱贫初见成效

今年年底前

垦区将有2618户
9706人实现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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