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新闻快讯
东方提前完成今年危改任务
1330户竣工入住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阮建辉）海南日报记者26日从东方市住建局获悉，
该局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工作
实际相结合，早谋划、早开工、早竣工，解决了群众关
心的危房改造热点问题。截至目前，该市2019年省
下达农村危房改造的1330户开工率、竣工率、入住
率均达100%，提前完成全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感谢政府帮助，让我住上宽敞新房，我脱贫
致富的信心更足了。”日前，八所镇小岭村贫困村
民刘明勤激动地说。拆掉危旧瓦房，刘明勤一家
4口人住进了70多平方米的新房，他们也将在今
年底摘掉“穷帽子”。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刘明
勤家的新房有干净的厨房、无害化三级化粪池，政
府还给予了5.5万元补贴。

今年，东方农村危房改造户数多、任务重，该
市住建局克服建筑材料紧缺，年初危房改造开工
率、竣工率低等不利因素，认真摸底，细致排查梳
理问题，做到了危房改造早动员、早谋划、早开工、
早竣工，也做到了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同时
通过强化组织、资金、帮扶、管控等“四项制度”，东
方严把审核关、质量关、检查关，保证了危房改造
的有效推进和达标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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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触及生态底线的问题，东方坚
决整改落实，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取得实效。今年8月，
生态环境部通报东方市大田镇好德
石场长期野蛮开采，导致生态环境遭
受破坏等问题。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开展了强力整改好德石场的
行动，针对石场内设备陈旧、矿山布
局杂乱等状况，责令业主限期拆除、
清理，至10月中旬，已拆除14条废旧
生产线和搅拌站。同时，通过采用

“分级复绿、分层复绿”等模式修复生
态，至10月中旬，东方共投入车辆
480辆次、挖掘机348台次、铲车117
台次、水车93台次，种树2万余株、种
草220亩。此外，东方还加紧台阶降
坡治理，引进新技术试点边坡复绿，
目前共有3个石场采口修建了3级台
阶、完成覆土植树。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这
一长期存在的难题，东方实施了城乡
环卫一体化改革，引入专业化保洁公

司维护城乡环境卫生，乡村道路保洁
时间由5个小时增加到10个小时以
上，保洁、垃圾收集和清运也实现了
所有镇村全覆盖，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100％。针对畜禽散养影响农村环境
的“老大难”问题，东方在全市范围内
全面禁止畜禽散养，通过合理规划集
中养殖点来解决。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山青水美，空气清新。

此外，针对东方工业园区没有统
一污水处理设施、农村污水处理覆盖

率不到15%等问题。东方市生态环
境局统筹推进了污水处理厂扩建升
级和管网延伸，协调水务部门完成日
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和工
业园区污水管网的建设。同时大力
推进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目前已
争取中央资金4480万元、省级资金
4645万元、市级地债资金3.1亿元，
开工建设了49个行政村的污水处理
项目，现已建成38个。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

东方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突出难题

补齐民生短板 推动产业升级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钟祯宏

13 岁的符美春是智力障
碍者，来自东方市大田镇居便
村，不能正常讲话和写字，但在
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她生活
得像在家一样温暖。“美春从小
失去母亲，我要更多地关爱
她。”该校22岁的老师王晓梅把
她当作女儿般对待，每天教她
写字认字。“刚开始，她还不会
描字形，我就抓住她的手，一笔
一划教她写。”11月23日，王晓
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符美春
如今已能进行汉字拼音连线练
习，让她感到特别欣慰与开心。

王晓梅今年9月和另外2
名教师一起进入东方市特殊教
育学校工作，初步缓解了该校特
殊教育专业老师紧缺的状况，让
符美春等211名三类残疾儿童
少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目前，
东方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率已达98.1%。这是东方教育
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后发生的新变化。

今年9月以来，东方市委
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旨在解决社会和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难题，
补齐民生短板，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说：
“切实扛起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的东方担当，始终把东方
人民群众所需所盼作为党和政
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
力以赴挖潜力、上项目、扩投
资，整改落实好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堵点，把发展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东
方的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和谐
幸福美好。”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东方市通过“自身检视形成一
批、对照党章党规查找一批、研讨交
流汇集一批、调查研究发现一批、面
向乡镇党委政府征求一批、面向人民
群众征询一批、面向机关基层征集一
批”的方式，检视社会和经济发展存
在的突出问题。东方市委常委班子
成员检视问题46个，完成整改销号
34个；全市各级党组织及其成员共
检视问题 3666 个，完成整改销号
2153个。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长丰说：“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要

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提升能力，转
变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
量，以大项目建设的发展模式破解
社会和经济发展难题，完善城市功
能配套，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坚持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
投资，东方先后引进了华盛高新技术
产业园、万达广场等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东方前六批海南自贸区建设集
中开工重点项目19个，总投资228亿
元，补齐了民生短板，推动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11月18日，在海南自贸

区建设第七批项目开工仪式上，东方
开工的5个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教
育、医疗、旅游等民生领域，计划总投
资17.5亿元。

日前，在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一台大型
吊车正对1号锅炉进行钢架吊装。

“一定要保证工程的安全！”施工现
场，工人周东方正和工友商量如何安
全进行混凝土拆模。“今年8月到工
地后，家都没有回过，每天上午6点
半上班，常常忙到晚上10点半。”周
东方说，他主要负责混凝土梁、柱、墙

体的支模和拆模，没有特殊情况，他
都坚守在工地。项目施工方、光大环
保能源（东方）有限公司工程指挥部
经理方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抢抓
工期，每天至少有350名工人进行施
工，高峰时有500多名工人，投入10
多台特种设备。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 120
亩，总投资约5.18亿元，每年可处理
垃圾29.2万吨，年发电量约1.04亿千
瓦时，项目明年6月底建成投产，东
方将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处理。

围绕群众关注的民生热点问
题，东方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确定了16类课题，推进以

“听机关干部、听基层党员、听普通群
众，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的突
出问题，问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意
见建议”的“三听两问”调研活动。由
东方市委常委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和
基层联系点，共深入农村、社区、项目
现场等地调研189次，同时带动全市
各级党员干部聚焦突出问题，坚持靶
向发力，深入基层一线调研960次，
形成研讨成果70余项，解决了一批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群众关注

的民生热点问题之一。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东方市
教育局以“守初心、担使命”为出发
点，以“找差距、抓落实”为落脚点，积
极回应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自今年9月以来，东方面向全国
引进优秀校长2名、学科骨干教师4
名、教育急需紧缺人才62名，促进了
教育质量提升。“今年高考海南省的
物理平均分为42.63分，东方的平均
分更低，要抓好物理教育，让孩子全

面发展、不偏科。”来自西南大学东
方实验中学的高中物理老师朱芳，
是东方今年引进的教育紧缺人才之
一。她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每隔2
周帮学生回顾一次物理基础知识，
并与其他物理老师每天集中小备
课、每周集中大备课，帮助学生提高
物理成绩。

村民家门口“看病难”，则是农村
居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热点问题之
一。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东方市卫健委深入乡镇、村
卫生院和乡村诊所调研，倾听基层

医务人员和村医的意见，出台提高
乡村医生待遇等方案，让乡村医生

“下得去、留得住”，解决村民家门口
“看病难”。

“上个月领到1500元生活补助，
政府明年还将为村医缴纳‘五险一
金’，20多年来，我第一次有了归属
感。”八所镇皇宁村卫生室村医苏杰
说，从前没有单位给村医缴纳“五险
一金”，只能自己缴纳农村养老保险，
但却又因为不是农民而遭遇“尴
尬”。而今，东方255名乡村医生的
待遇标准已位居全省前列。

问题导向聚焦民生热点

保护环境守住生态底线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王盛新

惨痛的教训历历在目，至今仍时
时刺痛东方市干部群众的心。

近20年来，东方曾发生过3起系
统性、塌方式的腐败窝案，一批党政干
部落马。2018年以来，海南省纪委监
委相继查处了以市委原书记吉明江为
首的系列腐败窝案，包括市政府原市
长、市纪委原书记在内的7名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落马，7名中层干部被移
送审查起诉，涉嫌违纪违法的干部多
达63人。“身边的领导、同事，转眼成
为罪犯，触目惊心。”11月25日，东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符兴彧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说：“以对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以案促改’，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从近20年来的东方腐败窝案展开
警示教育，汲取反面典型教训，让党员
干部从灵魂深处受到触动，重新找回
共产党人的初心，重新担当起使命，正
向激励和反向问责同时发力，重构东

方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保持高压态势抓惩治不松劲

面对东方政治生态遭受惨重破坏
的严峻局面，省委和省纪委提出了推
进“以案促改”、净化东方政治生态的
要求。东方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刘刚说：“对党员干部腐败
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抓惩治不松
劲，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雷霆之势遏制腐败蔓延势
头。”今年以来，东方共立案135件
149人，其中党政“一把手”13人，市管
干部20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8
件8人。

通过精准运用“四种形态”，东方对
68名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知错悔错改
错的干部从轻从宽处置。为主动关心
帮助“跌倒”的干部重新“站起来”，防止

“一处了之”，东方还对一些“跌倒”后工
作表现优秀、成效突出的干部积极向组
织部门推荐再次使用。仅今年就有16
名受到纪律处分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

岗位，如东方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干部因
违纪受到政务撤职处分，但其在处分期
内积极工作、表现优秀，今年9月又被提
拔到乡镇任人大主席。

坚持标本兼治堵塞制度漏洞

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东方市纪委监委借
助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组织了121
场警示教育巡回展，覆盖全市各乡镇
和市直单位，约 1.2 万人次接受教
育。通过以案为鉴，东方累计组织市
四套班子成员、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
及其配偶约8700人次到省、市警示教
育基地实地接受教育。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期间，东方先后组织各级领导
干部参与现场庭审3场，进一步强化
案件查办的震慑作用。2018年至今，
东方先后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21
份、《监察建议书》23份，督促案发单
位堵塞制度漏洞，东方还完善了102

条制度，切断了利益输送链条，消除腐
败滋生的土壤。

如东方市华侨经济区工作人员梁
某以为他人办理医疗报销为由，索要、
侵占他人财物问题被揭露后，东方市
纪委监委严厉查处，同时为防止此类
腐败案件再发生，专门向东方市社保
局下发《监察建议书》，督促制定《医疗
保险散单医疗费用报销业务经办规
程》，进一步规范了参保人委托他人办
理医疗保险报销程序，避免报销金没
有落到参保人手中而产生的纠纷。

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

“市纪委监委坚持把监督挺在前
面，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东方
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举道
说。完善监督机制，做实做细监督第
一职责，东方向10个乡镇派出监察室
并设立2个纪检监察工委，行使部分
监察权，打通了监督“最后一公里”。
通过深化派驻机构改革，东方把法院、
检察院、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纳入派驻

监督范围，实现监督全覆盖。
为强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监督检

查，东方认真做好党风廉政意见回复
工作，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选人用人
的首位。2019年，东方已累计办理廉
政意见回复314人次，其中提拔重用
142人次，不予回复或提出暂缓建议8
人次。

东方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牢记在修
复政治生态中肩负特殊使命和重大责
任，以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自“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东方在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大力倡导讲
政治，做对党绝对忠诚的表率；讲作
风，做凝聚正能量的表率；讲纪律，作
廉洁守纪的表率；讲担当，做履职尽责
的表率等“四讲四做”，带头转变工作
作风，做凝聚正能量的“原子核”。
2018年至今，东方共提拔重用纪委监
委干部6批共16人，其中任单位“一
把手”的5人，任党委机关班子成员5
人，此外，东方还对12名在审查调查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立功嘉奖
表彰。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

以案促改 重构海晏河清政治生态
东方今年立案审查调查149人、给予95人党务政纪处分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秦雄韬）日前，东
方市江边乡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全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今年9月至今，该
乡累计投入约40万元，组织党员、群众参与整治，同
时推进全乡及9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新建垃圾处理站，让全乡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

据了解，江边乡长期以来环境卫生较差，不少
公共区域变成了“垃圾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江边乡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
组，由乡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村支书为村环境整
治第一责任人负总责。通过组织环境卫生突击队，
江边乡以各党支部党员为主，公益性岗位人员和保
洁员为辅，对各村卫生死角、农业废弃物、脏乱差的
河道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确保不存在卫生盲区。

此外，江边乡还发动村民每周进行大整治活
动，同时还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行每周督导、通
报，对排名倒数第一的村庄予以通报批评，并对驻
村负责人和工作队长谈话提醒。而借助农村“美丽
庭院”“卫生庭院”等评选活动的开展，江边乡还利
用“红黑榜”、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自治。

江边乡

推动产业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王之东）海南日报记者11月26日从东方市大
田镇获悉，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该镇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得到稳步提升。

为配齐配强村党支部队伍，大田镇党委派出
驻村第一书记15人，乡村振兴工作队员72人，对
抱板村、罗旺村等5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
了整顿，同时调整党支部书记2人，并对履职不力
的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共3人给予停职待岗处
分。今年10月以来，大田镇各村党支部开展学
习、研讨182次，开展“党员践诺当先锋”“党员服
务做表率”等活动，旨在以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推动
村集体经济全面发展。

大田镇还引进龙头企业，采取“村委会+合作社+
龙头企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产业种植
标准化、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多元化，提高了应对农产
品市场的能力。目前，大田镇全镇共成立村级合作社
20个，引进有资质的合作企业9家，在老马村，通过开
办昌化石加工车间，发展特色产业，并与乐妹村的兰
花产业融合，让村集体产业年收入增加了150万元。

大田镇

东方发放
农民小额贷款8.1亿元

本报八所11月2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梁昌琪）今年前三季度，东方累计发放（50万
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18942笔、8.1亿元，完成年
度任务的263.39%。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26
日从东方市相关部门获悉的。

“生活越来越好，还盖了新房，买了新车。”八
所镇大坡田村村民唐传丽激动地说，2010年她从
东方市农村信用社贷款3万元用于养猪，挣的钱
还开了饲料店，一家人也从危旧瓦房搬到新房，日
子越过越红火。

唐传丽是农村小额信贷政策的受益农户之
一，东方市农村信用社把帮助贫困户获得小额贷
款发展产业增收，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扶持、引导贫困户发
展产业。今年，东方市农村信用社共向贫困户发
放贷款1360笔、2276万元，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
发展产业遇到的资金困难。信贷员符有能说：“我
们还会上门服务贫困群众，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发放贷款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近日，在东方市工业园区
海边，一条长约2.5公里的海底
管道已经铺设完成，正在进行
砂土回填恢复海岸原貌工作。

东方市污水处理厂污水
排放项目工程进度已经达到
98%，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
东方市区及东方工业园区污
水经处理达标后，能有效解
决城市污水乱排放、无处排的
问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东方污水排放项目
完成工程进度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