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许世立 美编：孙发强

A04

以
实
绩
论
英
雄
，风
清
气
正
谋
发
展—

—

32岁的符海珍，瘦瘦小小，说起
话来思路清晰。2011年，她通过公务
员考试进入东方市财政局，很快就显
示出出众的业务能力，特别是2015年
1月任东方市财政局预算股股长后。

预算管理是财政管理的源头，有
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盘活财政
存量资金。符海珍主动思考，主动谋
划，敢于创新，积极向财政局党组建言
献策，提请建立预算编制、激励约束机
制等多种管理办法，力促“趴”在账面
上的资金“活”起来。2015年以来，东
方市共收回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8.2亿
元，统筹用于保障各项民生及重点项
目支出。2017年，东方市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工作经验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
上被推广。

2017年8月，东方市委组织部出
台《东方市实名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办
法》，并于当年9月拿出13个副局长岗
位用于实名推荐。东方市财政局局长
蒙宋武向组织部门实名推荐了符海珍
定向任东方市财政局副局长。

实名推荐领导干部，市领导和法
检“两长”可以推荐，市直单位和各乡
镇党政正职可以推荐，干部个人也可
以自荐，但是要求写清楚推荐原因，以
署名材料的方式向市委推荐。

“当时的推荐方式，条件要求很具
体，比如要求5年以上的财政管理经
验，具备专业背景，而且推荐是带责推
荐。”符海珍说，带责就是说如果她上
任后5年内有违反党纪法规，推荐她
的人将被追究推荐责任，视情况给予
相应党政纪处分。

2017年 11月，符海珍就任东方
市财政局副局长。她说，被推荐就任
副局长，对她是一种鼓舞、一种责任，
更是一个重托。

还有一位年轻人，30岁的刘安镇，
2018年11月，挂职锻炼仅半年，就被
东方市委从大田镇老马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调任三家镇常务副镇长。这个年
轻人，是如何迅速地脱颖而出的呢？

首先归因于东方市2017年相继出
台的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乡镇挂职锻
炼，乡镇、市直单位选派年轻干部双向
挂职锻炼等举措。这些举措要求乡镇、
市直各单位将党政副职或党政正职助
理岗位、本单位业务比较多的中层岗位
作为挂职岗位，重点推荐科员级优秀年
轻干部、副科级后备干部及优秀的非领
导岗位科级干部前去挂职锻炼。

刘安镇是东方市委组织部组织一
科科员，被组织部推荐到大田镇任书
记助理，兼任大田镇老马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和新宁坡村的驻村干部。

“今天市扶贫指挥部下通知要求
把所有贫困户疑似危房的情况上报镇
政府，鉴定后立马动工建设，存在几个
疑问……”担任驻村干部，脱贫攻坚是
一项重要工作，遇到问题，刘安镇会认
真思考，一一列出，并写入工作日记，
上传至2018年 1月 1日正式运行的

“东方市干部日常管理平台”。这个平
台将全市公务员纳入管理范围，突出

工作记实，要求公务员每天写工作日
志。刘安镇提出的问题，党政领导都
可以及时看到，并能及时为他提出意
见建议。

刘安镇的突出表现，主要在于扶
贫的点子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多。

老马村黑山羊养殖项目持续亏
损，他协调畜牧局、保险公司为所有羊
购买保险，还将黑山羊养殖承包给儋
州一家农业有限公司。承包期间，老
马村贫困户从公司领取分红。他还在
老马村成立老马圆梦劳务输出队、昌
化石加工厂，将老马村的5口鱼塘升
级改造成垂钓园项目等等。他还针对
贫因户9种不良行为，以村规民约形
式建立“贫困户反向约束机制”。

在新宁坡村，他通过充分调研市
场，引来拥有生产包装箱专利技术的
企业，成立大田新民包装有限公司，采
取“党支部+贫困户+合作社+村集
体+公司”模式，投入扶贫资金171万
元，加上村集体资金129万元，企业自
筹50万元，将新宁坡村打造成种植、
包装和物流一体的产业中心，保障了
贫困户的稳定收益。

“我们的付出，组织看到了。”33岁
的东河镇镇长黄国强，24岁时考公务员
到板桥镇工作，在基层一待就是9年，
先后担任板桥镇团委书记、组织委员等
职，今年6月被提拔为东河镇镇长。“最
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基层。”黄国
强说，他从基层学到了跟群众打交道的
方法，而组织重视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
也让基层干部看到了希望，“以前不到
45岁，很难干到镇长，而现在东方市用
干部更趋向年轻化。”

在乡镇干部的眼中，这个年轻的
镇长进入角色很快，他对乡镇工作很
熟悉，有敢碰硬的勇气，行事果断，他
来了以后，迅速扭转了一些落后局面。

东方市在今年全省脱贫攻坚“大
比武”中排名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危房
改造工作滞后，而东河镇又是全市危
房改造进展最慢的乡镇。

黄国强从抓施工队、资金拨付上发
力，从动员群众方面下功夫，他制作了
两个表——拨付进度表和危房改造施
工进度表，每天跟踪进度。他还建了
一个危房改造工作微信群，把施工队
全部拉进群，每天晚上询问改造情况。

东河镇常务副镇长张树文说，黄
国强的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办法多，工
作思路清晰，懂得如何跟老百姓打交
道，如何解决实际问题。黄国强敢碰
硬，有些贫困户房子评定达不到D级
危房，只是C级，只能做修缮，但贫困
户不愿修缮，想等着评D级重建。黄
国强去讲道理，讲政策，遇到态度强硬
的，他会站在对方角度去想解决办法，
最终获得了贫困户配合，保证了全市
危房改造的工作进度。

“现在用人，基本都是真正干活
的人，能干好活的人，不论资排辈，不
计较经验，突出能力和干劲！”东河镇
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刘贵文由衷
地感叹。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就像恶性
肿瘤，侵害城乡的美丽和发展。东方
市的“打违控违”工作面临严峻形势，
而负责“打违控违”工作的东方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连续三任局长都因违纪或
工作不力被问责。谁来挑起这个重
担？谁又能挑得起来？

东方市委经过仔细考虑，决定调市
环卫局原局长张春熙担任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2017年9月12日，45岁
的张春熙走马上任。一年多来，东方
市的“打违控违”工作成效显著。2018
年截至12月1日，东方市共整治“两违”
732宗，占地面积1292.22亩，建筑面积
81.64万平方米，整治总量超过2015至

2017年3年总和。
张春熙在担任市环卫局

局长之前，在东方市
公安局做了13年的
副局长，经验丰富。

他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他的工作方法
就是“换位思考”，“你想想，别人对你
态度冷硬时你是什么感受？”

他以“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为
工作目标，到位之后首先摸清了东方
市违建的底数，完成了省移交的7854
个疑似图斑核查工作，确认全市共有
违建9826宗。2018年4月13日，省
里布置第一轮拆违，东方市将小岭村
12栋非法买卖土地违建作为碰硬的
第一仗。当时，有人劝说他不要拆小
岭村违建，甚至有人放话说，要和政府
对着干。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拆违，
这是我的职责！”

经过周密部署，小岭村12栋违建
被依法拆除，彰显了东方市委、市政府
拆违的决心和力度，在全市范围内形
成很大的舆论影响力和震慑力。第二
场拆违集中行动，拆除北黎新村17幢
楼房，其中一幢楼房价格估算在400
万元以上，但拆违没有遇到任何阻
力。东方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袁兴
权说，拆违工作充满艰难险阻，但东方
市委没有接到任何一件关于张春熙个
人的投诉。

综合行政执法局干部职工出问
题往往就是为违建充当“保护伞”，

而张春熙拆了自己亲哥哥的房，事先
都没打一声招呼。房子被拆，哥哥并
没有直接找他，只是跟父母说，父母
让张春熙回去说明情况。张春熙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我是本地人，亲
戚很多，我们家也有违建，但是父
母、家人对于我的工作，都给予了理
解和支持。”

东方市统计局局长符丽蓉说，她
没想到自己能当上局长，“实际上我事
先一点也不知道。”

8月7日正式上任后，东方市委书
记铁刚和她交流，她对书记也说了这
样的话。铁刚对她说：“要的就是这种
效果，局长不是靠走关系来的，而是靠
实干得来的。”

符丽蓉先后在市外事办、宣传部、
统计局和文体局工作，在市统计局，她
当了8年的副局长，对统计工作十分
熟悉。“统计8年，农业、经济、人口等
大小普查我都经历了。”

符丽蓉说，统计部门不是“权力”
部门，往往不受关注，如果领导不积极，
单位容易一片涣散，反映到工作上，有
可能“统计数字随便报”。她的工作就
是要将数字“做实”，为市委、市政府准
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走在东方城区的大街小巷，符兴
彧心中常会泛起一种自豪之情，东方
市近四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其中路
网的横纵延伸拓展是主要方面。在符
兴彧任东方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的4年间，城区新建了50多公里的
主次干道，打通了一条又一条断头路，
条条大路畅东方。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对得起这
些路，我对道路的质量非常有信心。”
符兴彧熟悉业务，也懂得如何抓质量，
知道修路的“软肋”会出现在什么地
方，只要发现一处地方有质量问题，一
个班组8小时的活全部白干，全部重
新挖，不负责任的施工方，一天会因此
损失一两百万元。

今年，符兴彧被提拔到东方市海
洋与渔业局任局长，短短几个月，就让
海洋渔业面貌一新，切实扭转被动落
后的工作局面，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
夫说，青年人是未来社会问
题的解决者，要重视青年人，
因为他们的力量势不可挡。
上合组织首届青年代表大会
11月9日至11日在海南省东
方市成功举办，阿利莫夫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选在东方
召开，是因为东方市让他感
受到了青年人蓬勃的朝气。

感受到青年人的朝气蓬
勃，这不是上合秘书长对东
方的一个偶然印象，而是东
方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
作为和担当。2017年以来，
东方市注重给青年人创造脱
颖而出的平台，以交流轮岗、
挂职锻炼、“双向挂职”、担任
第一书记等方式，将年轻干
部放到脱贫攻坚、征地拆迁、
招商引资等“急难险重”岗位
培养锻炼，提拔任用实绩表
现突出的青年人到领导岗
位，同时出台领导干部“实名
推荐+无任用推荐”等民主推
荐办法，拓宽干部选贤任能
的渠道，从机关到乡镇，从乡
镇到机关，一拨拨青年才俊
走上领导岗位，带来了崭新
的发展气象。他们充满朝
气、锐气、冲劲，成为推动东
方发展的新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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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生的王兴壮，学水利出
身。2014年8月，他在任东方市农业
局局长时因属下违规，被以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不力而免职，同时被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他说：“主
要原因是大棚管理过程不规范，疏于
监管，造成大棚验收不合格。”但是，
组织没有放弃他，他也没有心灰意
冷，在受到处分决定后，他主动承担
大棚整改任务，还被抽调参与市里重
点项目工作。

在板桥镇，需要迁坟推进金月湾
旅游开发项目，没有人敢轻易带头做
这事。王兴壮是板桥镇板桥村人，他
带头把自己家族中二十几座坟迁入公
墓，包括占地2亩以上的两座祖坟。
别人问他：“你都不当局长了，还带这
个头干什么？”他说，这是大势所趋，改
善投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在他的带
头推动下，金月湾项目所涉及到的坟
基本迁完。

通过一系列重点项目考验，充分
显现王兴壮的能力，也得到周围干部
群众认可。2016年底，东方市委组织
部决定重新推荐任用他当农业综合
开发办主任（副科级岗位），但审核未
通过。

面对这样的结果，希望重获肯定
的王兴壮陷入了失落。

东方市出台了《东方市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明确对敢于
担当作为、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可
以重新重用，曾受过处分的干部，只
要影响期已结束而且表现很好，工
作有激情，有能力做事的，都会重新
给予使用。

王兴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17
年11月，有一天市委组织部突然到市

农业局考察干部，不久，组织任命他为
东方市环保局局长。“我没有想到我还
会当局长，那个时刻，我深刻地感受
到，组织部门对干部一直没有放弃，一
直在负责任地跟踪培养，组织用人也
非常慎重。”

在他上任后，他向组织部门实名
推荐也是受过处分的市农综办原主
任王绪宇挂职市环保局副局长，“我
和他曾一起在板桥镇工作过，知道他
有能力，想把工作做好，也能把工作
做好。”

王兴壮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
东方发现不少问题，组织让他担任
环保局局长，这是一份重任，“我想
不到组织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
我，我压力很大，但市委用我，承担
的压力更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
好工作。”

应该说，2018年东方市经历了重
大考验，市委原书记吉明江、市委原
常委周雷、张渊和板桥镇镇委原书记
林明舜等相关人员违纪违法案件连
续被查处，给东方的政治生态带来了
沉重的打击，但东方市委坚持把握正
确的用人导向，树立一线用人导向，
实干担当用人导向，能上能下用人导
向，以实绩论英雄用人导向，切实扭
转东方的政治生态。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说，2018年是
东方市干部作风建设年，东方发生变
化的根本，关键在于干部作风的变化，
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发展速
度是慢的，质量是不高的，里面有可能
还暗含问题。抓党建，抓干部作风，建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保障东
方发展的基础。

（本报八所12月24日电）

东方市城市新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以实绩选用干部
年轻干部有劲头1

精准用干部
实干担当干部有奔头2

能上能下用干部
“回炉”干部有靠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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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委市政府三号
楼前的入党誓词碑。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