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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共享
党建引领新气象

“刚到公司报道，党员组织关系如何办理转
接？”“普通发票如何代开？”……从临时建设工程
审批（延期类）到就业（失业）登记证等涉及全市9
个职能部门几十项服务事项，都可以在三亚中铁
置业广场写字楼一楼咨询或办理。

2019年 11月 25日，作为吉阳区党建工作
的又一创新之举，三亚市吉阳区中铁置业广场
委员会揭牌仪式在中铁置业广场举行，这是三
亚首个商务楼宇党委，标志着该市企业党建进
入了新阶段。

2018年，三亚出台了《关于推进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新型“区域型”
党组织。成立三亚首个商务楼宇党委，是吉阳区
积极创新组织构架寻求突破的又一个缩影。

2019年3月，三亚市吉阳区首个社区“大党
委”——大东海社区党委正式挂牌成立，通过创
新组织构架，与驻社区的非公企业、国有企业、大
东海派出所等单位20个党组织建立党建联席会
议制度。

“目前，我们构建了‘1＋6＋5＋X’区域化党
建工作机制，以1个社区大党委为核心，依托6个
社区党建网格，开展党建工作联创、社区服务联
办、社区治安联防、环境卫生联抓、文化活动联办
等5大联动项目，‘X’个各类基层党组织参与的
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大东海社区党委、党支部书记吴丽
尉说。

每周都有“周末音乐汇”表演、居民的合理诉
求快速得到有效解决……在“第二故乡”鹿城生
活了5年多的王金强，深切感受到了吉阳区创新
探索城市党建新模式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吉阳区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
在深化城市基层党建的同时，着力打造乡村振兴
的“红色引擎”。

因地制宜建立“党建+扶贫”网格化管理机
制，从包点村区领导到年轻优秀党员，分别任一级
网格长至五级网格长，负责帮扶全区85户349人
建档立卡户，将精准扶贫落在实处；38个村、社区、
居实行基层党建网格化，党员家庭将全部“挂牌”
亮身份……吉阳区积极构建“党建+扶贫”模式，为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注入更多活力。

“吉阳区围绕发展抓党建，努力把党建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组织融合一起抓，工作整
合一起推，服务聚合一起上，推进城市基层党建
一体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
想、政治和组织保证。”三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吉阳区委书记陈跃表示。

党建引领促发展，经济强区添动力，产业筑牢富百姓，生态优先展新颜

活力吉阳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虽是寒冬时节，但鹿
城仍然阳光和煦、树木葱
翠，处处焕发着蓬勃生
机——

走进位于三亚市吉
阳区的三亚体育中心项
目，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
景象映入眼帘，吊车、卡
车、挖掘机不停地在工地
里来回穿梭，混凝土搅拌
机等机器轰鸣声阵阵，工
人们挥汗如雨，紧张有序
地施工。

临春河畔，白鹭蹁跹
绕城飞。吉阳区白鹭公
园是鹿城的一块“绿肺”，
漫步其间，呼吸着新鲜空
气，生态好风光令人沉
醉。制作精美的宣传栏
和宣传牌上，通过经典故
事、图说等形式，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传
递的内容“生活化”，市民
游客可以感受到自然与
人文的完美融合。来自
辽宁的“候鸟”王晨不禁
感慨：“三亚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在这里生活真
幸福。”

这些生动剪影，映照
出的是三亚市吉阳区多
个领域发展的瞩目成
就。2015年三亚撤镇设
区，5年来，吉阳区地区生
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均位居全市前列；先后启
动了中廖村、博后村等8
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为
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强劲
动力……吉阳区以拼搏
研墨，以实干运笔，通过
党建引领促进发展，优化
产业做强经济，推动乡村
振兴造福百姓，为鹿城高
质量发展书写吉阳篇章。

发展产业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眼下，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正迎来旅游旺
季，绿水青山环抱的民宿热闹非凡，“宿约107民
宿”等多家民宿客房时常爆满，农家乐生意火红。

此情此景令博后村村民罗美奖动容：“过去，
村里的环境脏乱差。美丽乡村建成后，成排的农
家别墅变成一家家乡村客栈，村子美了，游人络
绎不绝，村民腰包也鼓了。”

2017年，三亚市委、市政府投资1.2亿元，将
博后村就地改造为“5A级”美丽乡村。与此同
时，在博后村“两委”的带动下，借着美丽乡村建
设的东风，村民和企业共同发展民宿、农家乐、特
色手工艺品等旅游相关产业，让曾经“脏乱差”的
村庄成功逆袭。

“目前，博后村民宿已达25家，改造、在建的
还有40家。”博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
少洪说，仅2019年春节期间，博后村民宿收入就
有200多万元。

事实上，在吉阳区，像博后村这样的“网红村”
并不少。从“三亚第一个五星级美丽乡村”的中廖
村、“网红民宿”六盘村、博后村到大茅共享农庄、
红花共享农庄等，构成了吉阳“最美乡景线”。

近年来，吉阳区将建设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小
镇与整村脱贫、全域旅游等相结合，让越来越多的
村民享受“美丽经济”的红利。

与此同时，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文明之
风吹进了吉阳乡村的各个角落。

“吉阳区首届乡贤”“吉阳区星级文明户”“吉
阳区文明卫生户”“吉阳区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
表彰活动有效推进，树立起了文明榜样，培育了
文明乡风，助力推动乡村振兴。率先在全市成立

“红白理事会”，推进移风易俗，“喜事小办丧事简
办”在吉阳区多个村庄悄然成风。

从城市到农村，居民生活中的点滴“新变
化”，折射出吉阳区撤镇设区以来各个领域的进
步。活力吉阳，正谱写鹿城高质量发展的绚丽
篇章。

补齐短板
让群众生活有“温度”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回答。
在吉阳区罗蓬村村民吉丽姣看来，吉阳区教

育局在暑假开设了“公益公开课”，解决了暑期孩
子无人看护的难题，还能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
玩，这是一件幸福事。

“每周都能在大东海广场欣赏到特色的惠民
演出，区里还经常举办沙滩排球、帆船等赛事，各
类文化体育活动为市民生活增添了色彩。”从解
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退休的主任医师李永方坦
言，这样的生活很幸福。

……
2018年，吉阳区共投入民生事业经费11.86

亿元，占总支出的78.5%。不难发现，百姓幸福
指数不断提升的背后，是一项项务实的举措，是
真金白银的投入。

小学综合平均分从163分、194分到206.2
分，提升43.2分；中考平均分从386分、430分到
463.1分，提升77.1分，3年来稳居四区之首；三亚
30所学校获得省级荣誉，吉阳区就占了11所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是吉阳教育实现连续
3年大突破和大跨越的有力印证。

吉阳区实施免试就近划片入学，开展电脑摇
号“派校”，4年来，共解决了约3000名外来务工
子女到区属学校就读；探索集团化办学，把全区
35所小学分成8个教育集团，将全区中小学划分
为8个学区，组成“1+1+N”学区联盟，学区长学
校对基础薄弱学校进行帮扶带动，达到优质均
衡，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2018年，吉阳区投入5.323亿元用于城市管
理和生态建设，在增强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生态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饭后到白鹭公园里散步、看白鹭，是我和老
伴最主要的消遣活动。”市民张霞点赞道。她说，
文化广场、公园的设施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提
供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菜篮子”工程再
上新台阶、医疗卫生水平稳步提高……吉阳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交出了一份温
暖的答卷。

棚改“加速”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019 年 12月 30日，位于三亚市吉阳区
抱坡村的三亚体育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
鸣、塔吊林立。

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是2019年9月18日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
开工项目之一。

“2019年10月19日以来，我们陆续进行
了地下结构施工，回填土施工等。目前完成了
全部混凝土主体结构四分之三的工程量。”在
项目施工方、北京城建六集团三亚指挥部副总
指挥张方远看来，吉阳区的贴心服务、高效率
高质量推进棚改为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100 天的时间，吉阳区如何在“未补先
拆”的情况下，让村民从不理解到全力支持，
顺利完成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建设用地范
围内的497栋房屋征拆工作，腾空约 550亩
土地？

进村入户宣传棚改征拆政策，掌握村民的
诉求，及时合理地调整方案，与村民立下“承诺
书”、确保补偿款跟踪到位，当起担保人，解决村
民搬迁租房的燃眉之急……

“棚改工作队队员用真心、真情做好群众工
作，赢得了村民的大力支持。”吉阳区副区长蔡
曜泽透露。

重大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完善
城市功能的有力保障。积极贯彻落实“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助力三亚推进总部经济和中
央商务区项目建设是吉阳区经济发展新的着
力点、增长点。

据介绍，自 2015 年起，在三亚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吉阳区先后启动了东
岸、月川、临春、海罗、抱坡 5个重点棚户区
改造项目，改造土地总面积 1.26 万余亩，改
造户数约1.11 万户，拆迁房屋总面积约533
万平方米，为三亚发展总部经济、推进中央
商务区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鹿城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吉阳区区长张华文表示，吉阳区大胆改
革探索，加快制度创新，通过成立营商环境
服务局和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大厅实现全
科“综合受理”，提供周末“延时服务”等举
措，用优质服务加速优质项目落地；同时以
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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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在三亚白鹭公园休闲娱乐。
（吉阳区供图）

本版策划/撰文 惠玲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武昊 摄

三亚吉阳区博后村景色优美。

三亚吉阳区开办暑期公益课堂。

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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