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9年底，东方
建档立卡贫困户 12011户
52522 人全部脱贫，36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11名市级领导担任乡镇脱贫

攻坚大队长，做到全市 196 个村

（居）全覆盖

同时，全市尽锐出战，选派了36名优秀
党员干部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
记，与 113名驻村工作队队员的精干力量一

起，覆盖了全市3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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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三个重点” 锻造脱贫攻坚“主力军”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高进平

“多亏了市里派来的
驻村第一书记，帮我在村
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日
子越过越有盼头！”1月 5
日，在东方市大田镇新宁
坡村的包装箱加工厂里，
村民吴文福说，他过去是
贫困户，只能靠收入不稳
定的零工维持生活。如
今，他在包装箱加工厂工
作，一个月收入有 4500
元，顺利脱贫。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 2018 年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以来，
东方市按照“围绕发展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
的总体思路，从上到下进
一步选优配强脱贫攻坚
“主力军”，不断筑牢基层
党组织“桥头堡”，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打出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的“组合拳”，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
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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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是
组织对我的信任，今后一定尽自己
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助力东方
经济社会发展。”东方市扶贫服务中
心副主任钟昌雷说，他此前是东方
工业园区的一名普通科员，于2017
年起先后在东河镇玉龙村和俄贤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任职后全心全意
扎根乡村，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

著。由于表现突出，他于2017年被
东方评选为“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去年，钟昌雷走上东方市扶贫服务
中心副主任一职，继续在工作岗位
发光发热。

2019年以来，东方市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一线提拔重用了48名优秀的
扶贫干部。同时，东方启动容错纠错机
制，对部分村级干部和20余名乡镇及

市直单位负责人免予处理，重新使用
17名受过处分的干部；此外还组织调
整11名受处分干部，通过正向激励与
反向问责，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去年以来，全市共查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30起，处理 69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人，诫勉谈
话8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43人。

为进一步鼓励扶贫单位和干部干

事创业，东方还采取一系列奖励措施：
对在年度目标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市直
单位、获得年度目标考核市直各职能部
门评分前3名的乡镇、年度目标考核评
定为优秀等次的个人分别给予奖励。

截至2019年底，东方建档立卡
贫困户12011户52522人全部脱贫，
3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本报八所1月5日电）

抓“三个重点”、推“四大行动”、用正反向激励，实现贫困人口、贫困村全脱贫

狠抓党建 东方脱贫有“良方”
东方板桥镇白穴村党支部：

昔日软弱涣散
今朝坚强堡垒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能有这份工作，真要感谢书记引荐，现在我
一个月有近3000元收入，日子红火哩！”1月4日，
在东方市板桥镇白穴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61岁
的当地村民符天亮激动地说。之前，他妻子在家
务农，还有个腿脚残疾的女儿，由于文化程度低加
之年龄偏大，只能靠帮别人干农活、打零工过苦日
子。自去年10月起，他进入村里的百香果种植基
地务工，负责下苗、施肥、修剪、除草等工作，实现
了稳定就业。

符天亮口里的“书记”，是白穴村党支部书记吴
开常。自2016年以来，吴开常一直担任白穴村党支
部书记，但由于履行党建主体责任认识不够，多年来
他对班子队伍管理“宽松软”，对脱贫攻坚、村庄发展
等工作存在消极思想，主动服务意识不强。

“通过多次谈心谈话和集中学习，强化了其组
织纪律观念，也提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意识。”板桥镇党委副书记符慧源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如今吴开常的责任担当意识大为提升，除了
抓村“两委”干部的执行力外，更积极主动为村民
服务，帮助弱劳动力村民就近务工。

2019年6月，白穴村党支部因“组织制度形
同虚设、不开展党组织活动”“党组织服务意识差、
服务能力弱、群众意见大”“黑恶势力干扰渗透严
重”等问题被列为东方市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同
时还被列为了扫黑除恶重点难点村庄。为整顿白
穴村，东方市纪委书记刘刚成为该村包点市领导，
板桥镇党委书记胡宗华则成为了驻村领导。

“首先是抓党建，通过配齐配强队伍建设、加
强村‘两委’干部的理论学习等方式来加强白穴村
党组织建设。”符慧源说，去年7月，村里完成1
名空缺村“两委”干部的补选工作，并重新储备6
名优秀年轻后备干部。同时还组织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扫黑除恶相关知识，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强
化党员干部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
识。此外还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组织乡村
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每周开1次有关脱贫
攻坚、扫黑除恶、人居环境整治的会议，每月开展
2次当前理论知识集中学习，每季开1次党员大会
和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建立健全软弱涣散党组
织整顿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白穴村如今建起服务
型基层党组织。

自从有了坚强党组织引领，白穴村实现了大变
样：种上了50亩百香果，有了村集体产业，还通过大
力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让村内的畜禽迁到村外的
集中养殖区，实现人畜分离。村民们也有了安全饮
水保障，村里贫困户通过危房改造住上新房，整村已
经实现脱贫摘帽。 （本报八所1月5日电）

大田镇短草村曾是东方的贫困
村庄之一，村里曾发展过黑山羊养
殖产业，但由于缺乏养殖技术，近3
年来没能产生多大效益，甚至出现
亏损现象。

“一定要以发展为导向，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去年2月，东方市房管
局审批办主任苏代攀赴短草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他带领村“两委”干部，

通过大力发展蔓花生花卉产业、与大
型公司签订定向劳务输出派遣协议、
组建劳务输出队等方式，解决了村里
的产业发展问题。仅去年，该村组织
务工村民60人，总收入达到34万余
元，确保短草村全村稳定脱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就要把最精干
的人放在扶贫一线，锻造一支训练有素
的‘铁军’。”东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欧

阳娇说，要使干部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
为助推脱贫攻坚的强劲“引擎”，需要做
好“加强精准选派、完善管理体系、优化
驻村保障”这三项重点工作。

为此，东方市委、市政府构建起
“市级领导包镇、责任单位包村、责任
人包户”的工作体系，由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市政协主席等11名市级领
导担任乡镇脱贫攻坚大队长，其余市

级领导驻点包村，做到全市196个村
（居）全覆盖。此外东方还全市尽锐
出战选派36名优秀党员干部任驻村
工作队长，并兼驻村第一书记和，同
时派出113名驻村工作队精干力量，
覆盖全市3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加
之全市3297名与贫困群众结成帮扶
对子的干部职工，全面加强了驻村帮
扶工作力度。

东河镇西方村采用“党支部+
企业+科技+金融+农户”的产业发
展模式，整合资金2312.59万元，发
展毛豆种植、南繁制种、圣女果种
植等产业；大田镇乐妹村采用“政
府+高校+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投入335万元种植20亩
秋石斛，为村民提供就业、实行产
业收入分红、壮大集体经济……在
东方，积极为村子谋发展的党支部
比比皆是。

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起
着引领带动、督促落实的核心作

用，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的“最后
一公里”是否畅通。为此，东方大
力实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
行动，摸排确定 41个村（社区）软
弱涣散和后进村党组织、调整撤
换不胜任现职村党组织书记 13
人，并从市直机关优秀党员干部
中增选41人任驻村第一书记。此
外，东方还从农村后备干部、致富
带头人等群体中发展党员，在去
年上半年，该市共在软弱涣散村
共发展8名党员，为党支部注入了

“新鲜血液”。

同时，东方还积极开展村“两
委”干部换届“回头看”行动。对全
市10个乡镇1545名村“两委”干部
进行摸排，清理问题干部22人，补
齐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133人，全面净化优化了扶贫干部
队伍。

除优化党组织队伍，东方利用
市委党校等资源举办 9 期党务骨
干、扶贫专题培训班，集中培训扶
贫干部8100余人次。各村党组织
还利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农村

“四大课堂”等平台，开展“线上+

线下”学习培训等，参学人数达1.2
万余人次，提升了扶贫干部业务
能力。

为建好“阵地”，不断增强脱贫
攻坚动力，近年来，东方还大力推
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行动。通
过配备标准的村委会办公室、文化
室、卫生室、邮政网点，着力解决了
无办公场所和办公场所破旧狭小
等问题，基本实现贫困村通水、通
电、移动通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信
号全覆盖，村主干道、环村路全部
硬化。

推行“四大行动” 建强基层脱贫攻坚战斗堡垒

采取正反向激励 推动干事创业“精气神”

本报屯城 1月 5日电 （记者贾
磊）1月4日，2020年海南（屯昌）电音
美食嘉年华屯昌年货促销活动正式启
动，从即日起至农历新春，该县在百佳
汇超市、百家超市、万佳源购物广场等
主要商圈将推出系列“打折季”活动，
促进全县消费升级，助力广大居民欢
度新春。

5日上午，屯昌县百佳汇超市门
前锣鼓声声、人潮涌动，在肉粽、蔬菜、

黑猪肉等主打促销活动的产品区域，
居民们正争先恐后地购买年货。据
悉，此次2020年海南（屯昌）电音美食
嘉年华屯昌年货推广会正在此举办，
超市内摆放着各种年货非常齐全，价
格也实惠，为当地居民选购年货提供
了丰富的选择。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在该县百家
超市、万佳源购物广场等地看到了琳
琅满目的各种年货，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年货展更充足、更齐全，而且还有多
种打折促销方案方便市民选购。在年
货促销现场，数百种年货满足市民各
种各样的需要，其中对屯昌黑猪肉的
需求特别强烈，“趁着促销，我要赶忙
买点肉，屯昌黑猪品质好、牌子亮！”一
位市民表示。除此以外，该县相关部
门联合城区各大商超，同时开展促销
活动，满足大家过年购物需求。

屯昌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拉动消费，屯昌县发改委与相关部
门专门举办2020年海南（屯昌）电音
美食嘉年华屯昌年货促销活动，活动
除展销屯昌的特色美食外，还同时启
动超市年货购物打折季，让广大市民
在购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
享受到优惠，购买到更加实惠的年货，
开开心心过大年。”

“本次活动以美食为媒介，通过挖

掘、传承、弘扬屯昌美食文化，并向大众
展示一个开放文明、魅力无限的‘大美
屯昌’，从而促进消费，拉动屯昌经济增
长。”该负责人还表示，通过美食嘉年华
的举办，屯昌也希望吸引更多人认识屯
昌、了解屯昌、体验屯昌、爱上屯昌。

本次年货促销活动由屯昌县人民
政府主办，屯昌县发改委、屯昌县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以及海南日报会展
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迎新春、庆新年，屯昌年货促销人潮涌

买一份“屯昌味”过一个“乐新春”
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
推出“饕餮盛宴”

本报屯城1月5日电（记者贾磊）屯昌粽子、
枫木苦瓜、功夫鸡……1月4日晚，在屯昌县文化
体育广场，数十道屯昌名菜整齐划一地摆放在展
示区，色香味俱全的屯昌美食“饕餮盛宴”引来不
少市民游客的围观。

还未走到案桌前，不少逛展市民就被美味“锁
住了”嗅觉。傍晚虽然天色渐暗，但在灯光映照
下，香煎屯昌黑猪五花肉让人垂涎欲滴，一片五花
肉入口，唇齿留香。同样是五花肉，为何屯昌黑猪
五花肉能够如此美味？

在一旁的厨师介绍，香煎五花肉“香”在原料，
屯昌猪种质介于临高猪和五指山猪之间，外表以
白肚皮、三角形印堂、黑脊背为主要特征，其肉质
细，味道可口，广受市场和消费者的欢迎。此外，
屯昌黑猪在饲养过程中以玉米、稻谷、木薯、花生
饼、米糠等农副产品组成的农家饲料为主，不添加
任何瘦肉精、增长剂等激素，实现了真正的绿色繁
育和生态养殖。

移步案桌，如果不喜欢油腻的香煎五花肉，那
么这道枫木苦瓜必然会用清脆爽口的口感“俘获”
你。作为屯昌冬季瓜菜的主打产品，枫木苦瓜以
其早熟、丰产、优质、瓜长圆锤形、皮浅绿色、有光
泽、形体均匀、大小适中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而
单瓜重300克至400克、肉质爽滑饱满、苦中带甜
等品质也让其适宜出口。据介绍，枫木苦瓜味苦
寒，维生素C含量丰富，有除邪热、解疲劳、清心明
目等功效，常吃苦瓜还能增强皮层活力。

与枫木苦瓜相邻的是屯昌香草鸭展台。据介
绍，香草鸭在饲养过程中主要以玉米为主，辅以山
沟小溪螺、小虾、蚯蚓虫以及水边野草进行喂养，
均属绿色无公害食物，在饲养过程中完全实现“零
饲料”饲养。得益于种苗独特、养殖方法规范，屯
昌香草鸭肉质具有野禽风味，胸腿肌占比达到
27%至30%，相比于其他肉鸭具有肉质好、瘦肉
率高、料肉比低，抗病力强等特点。

屯昌电音美食
嘉年华活动落幕

本报屯城 1月 5日电 （记者贾
磊）1 月 4 日晚，夜幕降临，拉开了
2020 年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的序
幕，在屯昌县文化体育广场里，以美
丽的“星空拱门”为中轴，一边是屯昌
美食为代表的美食嘉年华体验区，另
外一边则是车展区。沿着轴线继续
前行，就是气氛热烈的电音美食嘉年
华的大舞台。

当天傍晚，舞台右侧的免费赠票
处已经被闻讯而来的市民围了个里三
层外三层，不到1个小时，数万张赠票
均发放完毕。伴随着律动的节拍，不
少早来的市民已提前进入了当晚的欢
乐海洋。

临近20时，晚会在舞蹈《TIME》
中拉开了序幕，海南知名黎族原创歌
手杨文强和网络人气摇滚歌手逍遥带
来的音乐表演则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经过两天的展出销售，前来参加
活动的汽车展商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
业绩，马自达、日产、江淮新能源、小灵
狗等10多个品牌汽车参展，近十辆车
现场签订了销售合同。

据悉，本次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
还包含屯昌全县商超年货展、中部汽
车展、屯昌特色美食市集、屯昌特色美
食展示、网红打卡、现场互动游戏、电
音派对等多项精彩内容。

1月4日，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活动展出的当
地特色美食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4日，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活动在县体育馆前举行，群众热情参与。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4日，屯昌群众在活动

现场选购汽车。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4日，屯昌电音美食嘉
年华活动上，歌手献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