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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安
身立命之本，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
进的力量和源泉。为让每一位党员
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常补精神之

“钙”，锻造初心使命的“强引擎”，文
昌市委书记钟鸣明以身作则，多次深
入镇村和部分市直机关单位，调研党

建情况，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组
织生活，落实党建主体责任。

去年以来，文昌全市各级党组织
通过书记上党课、专家授课、开展主
体党日活动、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
方式，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学
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文昌

各级党组织书记讲党课 1200余场
次，受教育党员2万多人次；先后在
上海、杭州、延安等地，举办了自贸区
和自贸港建设专题研讨班、乡村振兴
研讨班、党性修养专题班等外出培训
班次10批，培训干部400多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转变党员

干部作风，提升执行力，文昌市还开
展了以“压实责任、主动作为”为主题
的作风建设年活动，启动“讲述平凡
党员的不平凡故事”等活动，通过选
树典型，表彰新时代“先锋党员”，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典型，为文昌发
展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

文昌全面强化党的建设，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党建基础扎得牢 发展动力能量足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科技观光休闲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旅游标识国际化改造……
日前，文昌市博士服务工作站成功举办旅游领域
项目路演活动，5位来自各地的文化旅游领域博
士专家，与文昌市相关职能部门及文旅企业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为文昌发展献策献计。

“旅游文化组只是海南文昌博士工作站的专
家组之一。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搭建一个平台，
把全省的智力资源、博士专家们的项目资源，与文
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转化为文昌转型升级的发
展优势。”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负责人介绍，文昌
市博士服务工作站由海南省博士协会与文昌市委
组织部共同筹建，以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推进专家
组调研服务各项工作。

据介绍，文昌市博士服务工作站今年1月正
式揭牌运营，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博士工作站，目前
拥有注册专家180余人。

工作站设有路演区、博创区、多功能会议厅、
博士专家库以及成果展示平台等，设日常办事机
构，实行站长负责制，下设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
同时，专家委员会设航空航天组、现代农业组、文
化旅游组、教育医疗组、金融法律组、海洋产业组
等6个服务小组。每个小组由10位-30位博士专
家组成，并设组长1名。

“专家组每周会去文昌市各个乡镇、职能单位
调研，收集问题，筛选分类，再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提供决策建议。”该负责人介绍，文昌博士服务
工作站自成立以来，已举行4场项目路演，路演课题
22个，接待专家博士150多人次，完成3个项目签
约，为文昌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类似博士服务工作站这种柔性引才的新模
式，在文昌还有许多尝试。文昌市委组织部人才
科科长邓小刚介绍，为吸引候鸟人才，文昌市在全
省率先探索“政府+企业+人才服务”模式，与海上
之家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清澜、龙楼两地创建了
候鸟人才服务工作站，建立候鸟人才信息库，并先
后组织候鸟人才开展“迎新春 送春联”文化活动
和“候鸟名家进学堂”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好评。

与此同时，文昌还组织候鸟人才开展发展乡
村经济主题调研活动，为文昌乡村经济发展“把脉
会诊”、献智献策。今年6月，为让候鸟人才在文
昌市教育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文昌市启动《候鸟人
才义务教育服务项目三年实施计划》，首批上海教
育专家正式加盟文昌基础教育，3所上海市学校
与文昌的学校结对开展合作交流，来自上海的名
师教育工作室在文昌宣告成立，将开展跨省市的
校际交流和师资培训等活动。

截至目前，文昌市候鸟人才信息库共收录近
300名候鸟型人才信息。候鸟人才的管理采取

“政府+企业+人才服务”模式，其中，党支部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将企业人才资源与各职能部门人
才需求精准对接，致力将候鸟人才引进到文昌市
各部门、各单位。 （本报文城7月29日电）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7月28日傍晚，文昌市潭牛镇
昌美林村，太阳稍稍退去火热，村
民黄雷连忙赶到自家林园采摘金
桔。他家的200多株金桔树长势
喜人，青色的金桔挂满枝头。“现在
不偷懒了，有干劲了吧？”文昌市潭
牛镇党委副书记陈开发打趣道。
黄雷连连点头，冲他咧着嘴笑了。

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黄雷，以前游手好闲，是当地
出了名的“大懒汉”。后来，在文昌
市潭牛镇委、镇政府党员干部的引
导下，发展庭院经济，不到2年时
间就实现了脱贫。

说起自己脱贫致富的经历，黄
雷由衷地感谢当地党委政府。据
介绍，2016年，为鼓励他发展生
产，潭牛镇委、镇政府不仅给他家
送来1.6万元补贴，还专门指派了
一名帮扶责任人。由于他本人没
有发展产业的想法，帮扶责任人就
联合村党支部干部一遍遍去他家
里座谈，鼓励他发展种植养殖业和
庭院经济。经多次劝说，黄雷便用
补贴资金买了10余头小猪，准备
发展养猪业。

但毕竟没有一次性养过这么
多的猪仔，黄雷信心不足。村里观
看扶贫电视夜校节目时，他也常常
迟到或缺席。但每次遇到这种情
形，帮扶责任人和村党员干部就会

“登门拜访”，苦口婆心地劝说，还
手把手教他如何养猪、如何防治瘟
疫等。

在帮扶责任人和党员干部“保
姆式”的服务下，黄雷逐渐受到感
染，2016年下半年起，开始勤勤恳恳
照顾猪仔。当年底，他养的第一批
猪卖了8000多元，一下子脱了贫。

尝到勤劳致富的甜头，黄雷更
加有了干劲。2017年，他在帮扶
责任人的鼓励下，开始发展庭院经
济。“政府给我送来了鸡苗，还发了
养鸡饲料补贴。我从这时候开始
养文昌鸡，种植槟榔、橡胶和金
桔。”黄雷回忆道。遇到农技难题，
他便邀请技术人员到家中来指导，
平时，他也经常跟随村里有经验的
养殖户、水果种植户探讨学习。

“脱贫致富，关键还得靠自身
努力！”黄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
助力脱贫攻坚，潭牛镇政府与所有
贫困户都签订了爱心扶贫销售协
议，每个贫困户可以把自己的农产
品送往镇农产品展销中心，再由展
销中心线上线下售卖。

黄雷养殖的文昌鸡也通过政
府搭建的平台售卖。但起初，因为
技术不熟练，黄雷提供的产品常常
不符合要求。帮扶责任人得知后，
又登门教他快速拔鸡毛、宰鸡的技
巧。经过几次现场教学后，黄雷每
天加工的文昌鸡可以给他带来
200多元的收入。为保证鸡的新
鲜度，又不耽误家里的工作，他经
常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一直干到
天亮，但他从来不抱怨。“今年上半
年已经有了4万多元的存款，估计
到今年底，就能攒够钱盖新房了！”
黄雷高兴地憧憬道。

（本报文城7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习霁鸿

七月盛夏，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的
田头，板栗地瓜刚收获完毕，当地的特
色果实——桃金娘又开始采收了。板
栗、地瓜、桃金娘……通过村党支部成员
打理的电商平台进行出售，为村集体带
来收入。目前，该村集体经济账户中有
流动资金20多万元，总资产80多万元。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村级党组
织建设是有力的抓手，必须抓好党
建。”文昌市东阁镇委副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刘鸿文一语道破凤头村
发展的“秘诀”。

凤头村是文昌市“十三五”5个整村
推进贫困村之一。2017年7月，刘鸿文
从省信访局被派驻到凤头村担任第一
书记，最初见到的情景是“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泥”，落后的村容村貌，软弱涣
散的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无从谈起。

如何改变落后面貌推动乡村振兴？
刘鸿文决定从抓党建开始。为此，他一
方面积极联系文昌市委党校，选送村“两
委”干部到党建学习班学习；另一方面，
直接传帮带，推动村党支部严格落实“四
议两公开”、支部党员民主生活会、“三会
一课”等制度，规范支部党组织生活和日
常村务办理。他还积极与全省基层党建
工作先进单位和致富标杆单位——澄迈
县桥头镇沙土村党支部联系，组织村民
和村干部到现场观摩学习。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产业振兴。
在狠抓党建的基础上，刘鸿文引导村党
支部注册成立了公司，着力发展村集体
经济，先后建立板栗地瓜种植基地、百
香果种植基地和黑山羊养殖基地、文昌

鸡养殖基地等。该村党支部还在文昌
市委组织部的支持下，建设了光伏发电
项目，在不占地、不消耗、不污染的情况
下，每年稳定增收。

刘鸿文介绍，公司和村党支部实际
上是“一套人马，两个头衔”，党支部书
记担任公司总经理，“两委”干部分别担
任财务、监事等职务，负责公司日常维
护和运营。

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凤头村还
建立了电商服务站，搭建农产品“线上
线下”交易平台，各家农户生产的好产
品都可以拿到村委会来销售。周边村
镇农户也搭乘电商“快车”，解决了农产
品销售难题。去年以来，除去返还给农
户的销售成本，公司已为凤头村集体结
余20多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村庄面貌也悄然发生变
化：硬化水泥路通至每家每户；村民家
庭房前屋后分布着垃圾收集设施；村文
化宣传栏附近还建起了灯光休闲小广
场。2018年，凤头村被评为“海南省三
星级美丽乡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刘鸿
文介绍，凤头村原先建档立卡贫困户13
户49人，目前已全部实现脱贫，年人均
收入突破1.3万元。接下来，村党支部
计划利用集体收入，进一步提升人居环
境，增添文化娱乐生活设施等，提高村
民生活品质。

据悉，去年以来，为鼓励发展村集
体经济，实施“一镇一村”乡村振兴计
划，文昌市共计拨付255万元资金，支持
创建村集体经济示范点。目前，已有17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村
集体经济收入1万元以上的村庄比例达
65%。 （本报文城7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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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探索柔性引才新模式

“党建+人才”
为发展添“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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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监督重点 强化执纪问责

文昌严查“四风”问题
本报文城7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7月29日从文昌市纪委监
委获悉，今年以来，文昌突出监督重点强化执纪问
责，紧盯时间节点、重点场所和问题易发领域，通
过明察暗访、严肃问责等措施，严查“四风”问题，
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强化明察暗访，杜绝“节日病”。在元旦、春
节、五一、端午等节假日期间，有关部门通过查阅
市直机关单位“三公”经费开支和相关报销凭证，
筛查大型商场、超市、餐饮场所开具的大宗消费票
据，利用道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查看假日期间各
单位公务用车行车轨迹等多种方式，对全市范围
内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四风”问题开
展明察暗访34次。今年来，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25件32人，通报典型
案例17起24人，有效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昌紧盯公
职人员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联系服
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履职情况，严
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行为，今年以来，全
市共查处20起，处理30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14
起14人。

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文昌市还开展了专项
督查，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对查处的案件挖深挖
透，反思背后的作风问题，对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
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23条措施，以作风建设
助力提升优质高效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撤销9个党委，重组、划
转70个停产改制企业党支
部，新成立20个机关党委
……近日，一项关于党组织
设置的改革正在文昌市直
机关单位进行。

“撤销的9个党委，其中
8个是联合党委，因过去联
合党委由多个不同单位组
成，线长面广，机关党建工作
容易弱化，也容易产生党建
和业务‘两张皮’等问题。”文
昌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许环峰向海南日报记者坦
言，借改革契机，文昌此次着
力选优配强市直机关党委班
子成员，优化党组织设置，进
一步理顺和加强市直机关党
建工作机制。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
近年来，文昌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树牢“抓
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理念，
不断强化党的建设，以党建
引领促发展，凝心聚力，营造
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持续不断的
政治引领、思想熏陶下，文昌全市党
风政风呈现出新的气象来。

为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文昌制定
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教育医
疗人才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等文
件，先后对引进的8名教育部直属免
费师范毕业生给予每人8万元的安
居补贴；对12名获得省级学科带头

人的教师给予一次性3万元的奖励；
对参加省创业大赛的9个返乡创业
人才团队给予3000元至3万元的奖
励，营造出良好的人才工作氛围。

与此同时，文昌在全省率先采取
“政府+企业+人才服务”的模式，在
清澜、龙楼创建候鸟人才工作站；实
施人才“借智工程”，与省博士协会合
作，创建文昌市博士工作站，引导高
端人才聚集文昌。

为鼓励干事创业，文昌市还加大

党建巡查问责和基层党建考核结果
运用力度，将党建考核结果与年度
考核结果挂钩，压实党委书记抓党
建的主体意识。同时，发力治理脱
贫攻坚、污染防治、扫黑除恶等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截至目前，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52起，立
案审查24人，给予纪律处分9人；环
保领域立案17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6人；严肃惩治充当黑恶势力“保
护伞”的党员干部6人。

“导向正，干劲足。”文昌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马立峰表示，接下来，
文昌将进一步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
工作，优化市直机关工委党组织建
设，选优配强机关党委领导班子，着
力解决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同
时，着力打造综合型党群服务中心，
将区域内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建
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共驻共享，全面
提高城市党建工作水平。

（本报文城7月29日电）

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
进。生态保护方面，文昌启动了为期
3个月的专项整治攻坚战，退塘还林、
截污并流等生态治理工程成效明显，
特别是冯家湾海水养殖排放污染问
题，用不足两个月时间基本完成对阳
光村50家养殖场这块最难啃的“硬
骨头”存在问题的整改，比预定计划

提前1个多月完成。
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文昌以滨海

旅游公路为轴线，推动建设37个美
丽乡村和规划了8个旅游驿站，其
中，25个乡村被纳入我省第三批美
丽乡村示范村名单，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

为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文昌探索推广“党建+脱贫攻
坚”“党建+乡村振兴”等工作模式，在
17个乡镇中实施“一镇一村”振兴计
划，投入700多万元，建设了公坡镇
水北村、文昌中学、旅控公司、春光公
司、会文镇福利厂等一批不同领域党
建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基层
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并以党建

为抓手，使得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走进文昌城乡，“支部+基地”“支

部+协会”等工作模式，让基层充满活
力，各级各类党组织主动作为，成为
当地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和“领路
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个
党支部，串联成城乡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城梅村是文昌市文城镇堂福村
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毗邻八门湾红
树林保护区和清澜港码头，周围生
长着茂密的红树林。近年来，凭借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城梅
村在村党支部和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推动下，引进企业进驻，投
入资金，计划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共享农庄。
如今，整洁的村道
旁，满池的荷花开
得正美，游人徜
徉其间。

文昌市博士服务工作站今年 1月正
式揭牌运营，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博士工
作站，目前拥有注册专家 180余人

专家委员会设航空航天组、现代农
业组、文化旅游组、教育医疗组、金融法
律组、海洋产业组等6个服务小组，每个
小组由10位-30位博士专家组成

工作站实行站
长负责制，下设办
公室和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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