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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建重点任务 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我省2018年度市县、省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述职报告摘登（一）

■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去年，海口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抓“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全力以赴推动江东新区的规划建
设，先后召开江东新区三级书记、三级
干部大会，把支部建在江东新区项目
一线、打违一线，江东新区概念性规
划、起步区城市设计等工作稳步推进；
坚持党管人才，百万人才进海南取得
初步成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抓好百日大招商活动，38个“11·28”

“12·28”项目开工。
围绕党委的主业主责，抓从严治党

责任的层层落实：我认真履行“第一责任
人”职责，主持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和
26次市委常委会，研究部署党建工作；
推动区、镇街、村居各级党组织书记层层
抓落实；带头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落实民

主集中制；抓好琼山区、美兰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抓好2017年述职查
摆的4个问题和省委巡视反馈基层党
建7个方面问题的整改；投入4308万元
建设41个党群活动中心和15个新时代
党性教育示范（实践）基地。

围绕基层组织建设，抓“三大攻坚
战”的落实：坚持以党建促脱贫；扎实推
进城市更新“五化”先行，精细化管理治
理城市；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相结合。

下一步，海口将组织开展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持续引向深入，
并实施党员干部全覆盖培训；围绕“百
万人才进海南”，进一步做细、做好人才
工作；下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城市
更新项目等，以党建促改革发展。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张琦

把支部建在一线
促重点工作稳步推进

去年，我从严履行党建主体责
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抓党建摆
在首位。去年述职查摆3个问题、省
委巡视反馈6个基层党建问题，全部
整改到位；制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工
作规则，建立了履责机制；集中开展

“双百”活动，推动“五个基本”建设；
建立市、区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村制
度，推行村党组织星级创评和村干部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全市各单位召
开3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出台落实“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方案及4个
配套文件。

去年，三亚着力推进基层党建
提质升级：强化支部规范化建设，制
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出台了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实施意见及 5个

配套文件、建立 6 个商圈楼宇及 15
个“候鸟”党支部，引导“候鸟”党员
参与城市治理；坚持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促乡村振兴，出台党组织带头
人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扎实开展“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充分
发挥扫黑除恶、大招商活动、生态环
境保护等中心工作中“一线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助力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

下一步，我将带头落实基层党建
工作机制，督促各级党组织书记把更
多精力向基层党建工作倾斜；完善人
才引进、培养政策体系；推行社区“大
党委”（大党总支）工作机制等创新机
制；通过推进农村干部“小微权力”清
单制度等方式，促进提升村干部工作
和服务水平。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童道驰

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升级
引导“候鸟”党员参与城市治理

去年，我们强化党建政治责任，以
领导力不断增强汇聚党建的向心力，
政权建设不断深入，制度建设不断完
善，“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不
断推进。

去年，我们打造党建特色品牌，
以凝聚力不断提高助推基层党组织
的创造力：探索三沙党建工作的新规
律、新经验和新模式，打造集学、教、
训、监、考、联为一体的三沙网上党校
平台；突出党建引领，紧贴市委、市政
府的中心工作，运用“党建+”思维，助
力争创文明城市、争创卫生城市、争
创双拥模范城等“三创”工作；增强党
建吸引，组织党员干部与驻岛官兵共
同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共同参与维权
执法、共同维护岛礁环境，强化党建
推动军民融合，并分6批次组织全市

377名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书
记和党务工作者到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等开展专题培训。

破解党建工作难题，以执行力不断
增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去年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中的15个问题
基本整改到位。同时，三沙维权工作提
档升级，党建基础更加夯实。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三沙实际，
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载体。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结合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持续深
化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学习，并坚持
问题导向，加大党建巡回指导工作力
度，突出政治担当，及时选准配齐单
位党组班子。

三沙市委书记 张军

打造党建品牌
以凝聚力助推基层党组织创造力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履行党建第
一责任人职责，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党建工作4次，下基层调研
党建工作16次，参加双重组织生活2
次、讲专题党课2次。

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琼
海研究出台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一
意见三计划”；完善基层党组织“五化”
建设标准体系，提升全市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探索跨三个镇行
政区域，在产业链上建立龙寿洋田野
公园乡村振兴党支部，发挥支部在乡
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建立镇村党组
织书记“一对一”谈心谈话制度、举办
村党组织书记讲坛、选派村党组织书
记赴贵州学习塘约经验。

同时，琼海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谋划提出

“三地两区一中心”发展战略，大力推
进“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引进
院士专家团队18个。我还担任市打
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带领26
名市领导每人“包干”一个重点村，示
范推进脱贫攻坚责任、政策、工作落
实。调优配强镇村脱贫攻坚力量，驻
村整顿帮扶软弱涣散村、贫困村。

今年，琼海将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单
位和部门党组设置，及时配备党组成员，
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各级领导
班子建设，督促落实民主集中制等相关
制度，确保班子议事决策科学高效。严
格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加大干部队伍建
设力度，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

琼海市委书记 何琼妹

发挥支部在乡村振兴
中的引领作用

去年，我全面落实党建主体责任。
主持召开7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
学习会议，主持召开9次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基层党建工作，制定《2018年儋州
市基层党建重点工作》等文件，市委全
会审议通过《儋州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全面实施十大党建工程。对全市9个镇
43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

聚焦脱贫攻坚、招商引资、生态建设
等中心工作部署开展7大行动、6大活
动，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当先锋、做表率。

选派78名优秀机关党员干部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发展农村党员316名，
整顿摘帽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27
个。在那大城区分片区设立5个大社
区党委，打造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构

建新领域大党建格局。
整改落实上年度提出的23项问题

任务事项以及中央巡视反馈的基层党
建16大项问题。出台贯彻落实省“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吸
引2000多名人才落地儋州，其中高层
次人才164人。

下一步，儋州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精神，以从政
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高度抓好中央和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为方向，推动“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更加广泛深入。
同时，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纪律和作风建
设，着力提升村党组织组织力，积极探索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儋州市委书记 袁光平

打造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
构建新领域大党建格局

去年，我先后组织召开3次全市
领导干部大会、5次市委常委会，组
织 160 多名党政干部赴上海等地学
习自贸区成功经验。基本完成中央
和省委巡视反馈的基层党建 4大方
面问题整改。

印发实施《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实施
意见》，谋划启动2018年“讲述平凡党
员的不平凡故事”选树典型主题活动。
整顿26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创新实
施“一镇一村”乡村振兴计划，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1万元以上的村比例由去年
的54.5%增加到65%。

以党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启动为
期3个月的环保专项治理攻坚战，退塘
还林、截污并流等生态治理工程成效明
显；以滨海旅游公路为轴线，建设37个

美丽乡村和规划了8个旅游驿站；深入
贯彻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以“政府+企业+人才服务”的模式创建
候鸟人才工作站。

下一步，文昌市将牢固树立“抓
好党建就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切
实把书记抓党建的责任扛起来增强
组织功能，推动党支部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继续倒排确定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进行整顿，加强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的管理，深入开展脱贫
攻坚作风大整治活动，确保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并
逐步提高村两委干部报酬，推动各
类资源向基层下沉，持续推进两新
组织“两个覆盖”工作，扎实推进基
层党建示范市建设。

文昌市委书记 钟鸣明

党建引领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去年，我主持召开5次常委会、3次
党建工作例会、1次全市组织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党建工作，开展党建调研6
次，上党课2次。开展3轮专项巡察，
整改党建问题357条。

完善先进性纯洁性机制、激励保障
机制、教育培训机制，撤换、问责村组干
部280多名，着力整治党员老年化、家
族化；实施教育医疗人才定向招聘、万
名中专生培养等人才措施，落实村干部

“补贴月发放、绩效季考评”等措施。
实施“一基双化”工程、“全覆盖”工

程、软弱涣散整顿工程。共设立7个党
组，撤并10个党组织，成立13个，共开
展党建活动7600多场次；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党支部+公司”等方式，完
成20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

坚持“尽锐出战”，新增调整驻村干

部50多名，坚持“史上最严”问责处理干
部120多人，坚持“党建引领”发展集体
产业100多个；实行组织共建、队伍共
抓、资源共享，组织130多家单位开展

“百局联百村”等送物资、送资金、送技术
活动。结合“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示范带动学习研讨640多次。

下一步，东方将在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制上下功夫，定期研究部署、强化常
态巡查、强化约谈问责；在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上下功夫，实施党组织规范化建
设年活动，积极创建基层党建示范点，
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在提升党员
队伍先进性上下功夫，强化党员教育、
严格党员队伍管理，规范人才资源开
发；在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上下功夫，坚
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坚持抓党建促社
会治理创新。

东方市委书记 铁刚

实施软弱涣散整顿工程
增强基层组织建设

去年，我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年初与32个党（工）委签订党建目
标管理责任书，主持召开15次市委常
委会、3次党建例会研究部署基层党建
工作；开展“万名党员进万村讲万场”活
动860场；投入1764万元新建办公场
所、配套设施，整顿转化21个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

用好“四级书记”抓扶贫、“三联三
问三解”“周六扶贫工作日”等工作机
制，建立起覆盖市、镇、村、组“一级指挥
部三级战斗队”作战体系，选派47名第
一书记、102名驻村工作队员，2018年
完成5个贫困村整村出列。上年度述
职查摆出的4个方面问题和省委巡视
组反馈的11项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开展干部作风问题“大讨论、大整
顿”，举办万安讲坛6期、万宁党建论

坛 7期以及“我为万宁党建献一策”
“主题党日+”等系列活动，激励党员干
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实行农村（社
区）基层党组织“评星定级”，打造了一
批示范效应好、带动作用强、特色鲜明
的村级党组织；实施基层党建工作项
目化管理，打造13个高质量、有特色
的党建项目。

今年，万宁市将严格落实党建主
体责任，充分运用《万宁市基层党建工
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试行）》等10项
制度，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责
任，规范全市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在机构改革中同步建立健全党的组
织，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聚焦做到“两个维护”，加强
队伍建设。夯实三个领域基础，建强
战斗堡垒。

万宁市委书记 张美文

创新载体，打造高质量
有特色的党建项目

去年，我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先后主持召开常委会、党建例会、座
谈会等37次，深入各领域开展党建调
研70余次。继续推行“一定两述三评”
制，逐层签订“责任状”。建立常态化巡
查和约谈提醒制度。

细化述职评议、巡视和扶贫考核整
改等整改内容，出台党建工作意见、要
点等，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6个。整
合3510万元实施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62个。设立脱贫攻坚通讯、交通专项
补贴。

深入开展“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
题活动，全市开展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等理论宣讲501场次；优化组
织设置，新建基层党组织11个，调整撤
并15个；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
摸排组建结合，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分别为82.5%、85.5%，评选
市级“精品党课”10堂，基本实现党员
培训全覆盖。

我始终把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摆
在首要位置，组织扶贫“两熟悉”知识大
比武，助力脱贫攻坚等工作。树立一线
用人导向，提拔重用第一书记。设立人
才服务“一站式”窗口，组建“候鸟”人才
工作站和“院士专家”咨询服务中心，引
进人才93人。

下一步，五指山市将扎实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大基
层调研力度，切实解决各领域党建工
作难题。聚焦党建质量，提升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聚焦作用发挥，加强党员
教育管理，为加快建成五指山热带雨
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提供坚强的组织
和人才支撑。

五指山市委书记 宋少华

把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
摆在党建工作首要位置

二
月
十
二
日
，我
省
二○
一
八
年
度
市
县
、省
直
党
（
工
）
委
书
记
抓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述
职
评
议
会
在
海
口
召
开
。

本
报
记
者

王
凯

摄

2月12日，我省2018年
度市县、省直党（工）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在海口召开。

会上，全省19个市县党
委书记以“抓基层党建工作”
为主题，以“成绩清单”“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为主要内
容，逐一进行现场述职并接
受与会代表作出的民主评
议。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
洋浦工委、省国资委党委3
位省直党（工）委书记作书面
述职，并接受与会代表作出
的民主测试，本报对述职报
告给予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