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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我省2019年度市县、省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述职报告摘登（一）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玉洁 整理

去年，海口抓好“双学双争、双访双
看、双重温双对照、双整治双提升”等自
选动作，开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省委
七届七次全会精神宣讲483场次，推动
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2003
件；出台《关于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二十
条具体措施》，完成95个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整顿转化，调整撤换村党组织书
记10名，排查清理“两委”干部25名，选
拔重用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干部85名，选
聘32名“两委”干部进入事业单位，向
392名困难党员发放帮扶资金117.8万
元，新建党群活动中心100个；加大省委
巡视反馈问题和2018年度述职发现问
题整改，其中，省委巡视反馈66个问题

已完成39个、完成率59%，2018年度述
职发现 5 个问题已完成 5 个、完成率
100%。

去年，海口紧紧围绕“三区一中
心”定位，以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
展、引领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江
东新区、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
民生事业，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下一步，海口将始终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认真履行党建责任。突出
组织力提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
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打造成为坚强的战
斗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海口高质
量发展。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何忠友

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定位
以党建引领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发展

去年，三亚抓紧党建工作主体责任，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一体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开展“十个
一”专项活动、围绕“初心四问”研讨，以专
题党课、调研成果、问题清单“公开亮相”
推动难点堵点问题解决和党员干部作风
转变；开展“创优保优大冲刺”，落实五级
书记抓扶贫责任，实现建档立卡户全部脱
贫；建立健全“四位一体”责任体系及“4+
1”指导帮扶机制，175个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全部完成整顿提升；运用“一查两审
三公示四确认”工作法，对全市149个村
级组织1279名“两委”成员进行任职资格
联审，清理11名村“两委”干部；细化“五个

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创建了党
支部规范化样板式示范点89个、达标947
个。2018年述职评议查摆、上级反馈的
12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去年，三亚安排33个事业编制单位
成立9个“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解放路
风情街等11个党群服务中心（站），以区
域“大党建”统筹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坚
持国企改革和党组织同步设置原则，优
化设置党组织，用机制倒逼和激励两新
组织“两个覆盖”巩固提升。

下一步，三亚将压实主体责任，持续抓
好跟踪问效；推动机制创新，提升基层干部
能力；打造智慧党建，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确保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童道驰

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确保基层党建全面进步过硬

去年，三沙在落实主责主业上聚焦
重点深谋划，紧紧结合巡视整改、意识形
态、扫黑除恶、“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等
中心工作，健全机制和考核体系；聚焦思
想强筑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聚焦基
层抓提质，出台《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十六条措施》《社区“两委”干部绩效考核
管理暂行办法》，在永兴岛开设社区“两
委”干部学历素质提升班，组织学员参加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聚焦问题抓整
改，中央、省委巡视反馈和2018年述职
评议考核中指出的16个问题已全部落
实整改。

去年，三沙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坚

持高起点学研、坚持全方位检视、坚持
严要求跟进、坚持多载体增效。在创
新工作载体上实现“大党建”促军警民
融合、“大数据”促精细化管理，军警民
关系不断密切，党员管理精细化不断
增强。

下一步，三沙将认真抓好政治建设，
保持三沙工作的正确方向；不断强化理
论武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继续夯实
党建基础，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逐级开展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层层传导党建工作
压力。

三沙市委书记 张军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保持三沙工作的正确方向

我省2019年度市县、省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1月14日在海口召开。
会上，19个市县党委书记逐一进行现场述职，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委两新组织工委、省教育厅党委、省国资委党委、洋浦工委等5个单

位的党（工）委书记或常务副书记作书面述职。本报对述职报告予以摘登。

编
者
按

去年，儋州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全市组
织各类学习教育3000多场，解决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700多个。坚持把提升组织
力作为重要抓手，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
建设质量。落实农村基层党建“4321”
工程，建好用好市直机关“党建云”平台，
完善大社区党委工作机制，两新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提高至85%以上。

去年，儋州坚持以党建促工作，聚焦
重点难点发力攻坚。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全市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026%；扎
实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已通过国家暗访组检查验
收；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打掉犯

罪团伙数、破获案件数等各项指标位居
全省前列。全市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省前列。2018
年度提出的14项问题任务事项和中央
第十二巡视组反馈意见需整改的31项
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下一步，儋州将以学习宣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线，进
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以“我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活动为重要载体，推动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通过补短板强弱
项激活力，全面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突出
制度创新，探索建立与自贸港建设相适
应的基层党建新机制。

儋州市委书记 袁光平

突出制度创新探索
建立基层党建工作新机制

去年，琼海以“第一责任”抓好基层
党建，加大基层党建经费投入，拨付
2435万元建设村级办公阵地，统筹财政
资金1750万元扶持35个村发展集体经
济。2018年度述职提出的4项整改措
施已得到落实。此外，琼海聚焦思想强
认识，不断加深对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理解；聚
焦问题抓整改，共查摆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978 个；聚焦中心促
发展，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1
亿元。

去年，琼海以“政治担当”深化改革
开放，全市新增市场主体12762户，同比
增长137.21%；以“党建引擎”助力脱贫

攻坚，全市剩余565户贫困对象全部实
现脱贫退出；以“党建聚力”推动乡村振
兴，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49.79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收
入4.21亿元；以“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
理，探索“博鳌云管家”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新模式，把市镇两级“综治、执法、市
监、便民”等平台资源下沉到村组，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一步，琼海将高位推进党建工作
责任落实，加大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
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建立健
全基层党建工作机制，持续抓好软弱涣
散党组织整顿，继续抓好党建促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和扫黑除恶等工作。

琼海市委书记 何琼妹

以“第一责任”抓好基层党建
高位推进党建工作责任落实

去年，文昌抓学习促提升，抓整改促
落实，抓作风促转变，不断压实主体责
任，2018年度述职查摆的5个问题和省
委第三轮巡视反馈的9个问题，全部整
改到位。从严从实强化党建基础，一是

“双向管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二是优
化机关党建机制，三是筑牢农村党建堡
垒，选派58名优秀干部到软弱涣散村和
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投入3520万元扶
持49个村发展集体经济，投入1300万
元为村干部购买基本养老保险和人身意
外险，提高在职和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
20%，全面激发村干部工作热情。

去年，文昌用心用情解好发展难题，
一是全面提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质量，

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01%，10个贫困
村全部脱贫出列；二是扎实开展“营商环
境建设年”活动，全市117个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80亿元，完成计划的108.7%；三
是稳步推进制度创新，农村“三块地”制
度改革综合模式入选全省第五批制度创
新案例，并报送中央深改办。“美沙酮维
持治疗自助服务站”模式在全国禁毒会
议上介绍经验。

下一步，文昌将聚焦主业，耕好基层
党建“责任田”；严管厚爱，锻造实干担当

“生力军”；筑牢基础，树立党建模范“新
标杆”；靠前指导，创新长效管用“好机
制”，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

文昌市委书记 钟鸣明

聚焦主业
耕好基层党建“责任田”

去年，东方盯住“关键人”，压实管
党治党工作责任，常部署、明责任，重修
复、严整治，抓思想、重教育，不断增强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聚
焦“关键事”，激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一是壮大基层干事力量，二是强化基层
投入保障，三是推行“党建+”促发展，
帮助贫困户2118户7450人顺利脱贫，
3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出列；侦办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组织13个、涉黑团伙1个，
开展电信诈骗集中“摘帽”4次，基本实
现此类人员的清仓见底；落实“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推动万达广场、滨海棚
户区改造等23个总投资243.8亿元的
重大项目动工建设，有力支撑东方未来

长远健康发展。
去年，东方抓住“关键点”，推动各领

域党建齐步走。在农村领域，打造下通
天村、老马村等一批党建示范点，倒排
41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整顿提
升。在城市领域，实施“新东方人”引才
引智百日服务活动，调动更多“新东方
人”共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在两新组
织领域，实现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
织覆盖率分别达到89.6%和83.5%。

下一步，东方将进一步严实抓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进一步建强基层干部队
伍，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基础，不断强化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的功能和力量。

东方市委书记 铁刚

聚焦关键人、事、点
以党建支撑未来长远健康发展

去年，五指山聚焦主责主业，全面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始终将履行管党治党第
一责任人职责摆在突出位置，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带头抓好党建各项任务
的落实。聚焦质量提升，统筹推进各领域
党建工作，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开展“山城红”党建阵地标准化建
设，打造党建示范点4个，创评四星级以上
村级党组织10个，抓实两新党组织有形
有效覆盖，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
84.1%，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85.7%。

去年，五指山聚焦作用发挥，学做结
合促落实，共查找问题4391个，已推动
整改2812个；带动3466户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09%，各
项指标均符合贫困市退出标准；“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各项经济指标基本符合
预期，各项改革政策取得预期效果；成功
侦破黑恶势力团伙案件2个，清理受到
刑事处罚村干部3名，全市刑事案件同
比下降71%；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
省领先水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
在100%。

下一步，五指山将强化理论武装，筑
牢理想信念之基；强化乡村治理，夯实乡
村振兴基础；强化融合共建，增强城市基
层党建整体效应，推进城区范围内社区
党建、单位党建、两新组织党建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五指山市委书记 宋少华

强化融合共建增强
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效应

去年，万宁抓政治建设，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
责任，抓牢脱贫攻坚重大政治任务，
2019 年实现脱贫 1139 户 3875 人，全
面决胜脱贫攻坚；抓思想建设，全市
851个党小组领学5445次、谈心谈话
4300 余人次；抓组织建设，组织全市
218 名党支部书记进行党性教育，同
时，清理和调整村“两委”干部 24 名，
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着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去年，万宁抓作风建设，采取“三不
两直”工作法，深入各镇村蹲点调研解决
实际问题；全面推行“三化”工作机制，提
升干部执行力；扎实开展“两个确保”百

日大行动，制定乡镇税收奖励办法、重构
招商机制、着力解决“项目进不来、进来
落不了地、落地难推动”等卡脖子问题，
同时主动请缨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率先在全省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抓
纪律建设，目前中央巡视反馈整改完成
率为88.23%，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完
成率为86.9%。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明显
增强，政治生态持续净化。

下一步，万宁将完善考核机制，激发
干事创业热情；分类统筹推进，全面提升
工作水平；探索有效方式，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特别是引导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不断增强村级
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

万宁市委书记 贺敬平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去年，乐东切实履行抓党建职责，统
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协调全县
机构改革工作，36个党政机构挂牌运行，
配齐空缺的15名镇农业和社会事务中心
主任，新设立融媒体中心等6个事业单
位，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选好管
好用好120名第一书记、127名贫困村工
作队员和589名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完成
2299户7262人的脱贫任务；在“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
命”、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意识形态
等工作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推动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中兴生态
智慧总部基地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去年，乐东认真抓好述职承诺事项

整改，完成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25
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42个；对2018年
度述职评议查摆的3类问题制定13项
整改措施并整改销号。比如，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带
头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召开调研成果和

“破干部思想之困、解乐东发展之难”研
讨会等250余次，树立县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韦求香等先进典型，激发全县上
下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热情。

下一步，乐东将全面夯实基层党建
工作基础，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干
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党建工作与中心
工作深度融合，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吴川祝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推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去年，澄迈坚持抓示范、强部署，抓
短板、强弱项，抓机制、强导向，全部完成
整改2018年述职评议7个问题，开展4
轮巡察，督促落实整改事项153项。坚持
规范达标抓提升，一是推动组织体系建
设规范化，规范设置20个机关党委，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为
92.8%和97.8%。二是推动党员教育管
理规范化，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2万多人次，培
训干部8470人次。三是推动党建示范
点规范化，打造了16个七星党建示范点，
在全省率先设立专职社区教育机构，成
为全省仅有的两个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示范县之一。四是推动基层

治理规范化，全面推广“党员巷长制”，为
4751名党员巷长设岗定责，群众满意度
达到94%。

去年，澄迈坚持党建引领抓质量。一
是助力脱贫攻坚，超额完成年度减贫任
务。二是助力乡村振兴，打造32个美丽乡
村。三是助力自贸港建设，仅生态软件园
就引进了1483家互联网企业；深化和推
广“极简审批”，审批提速90%以上；累计
投入876万元扶持大学生返乡创业，带动
3000多名本土大学生返乡创业，17名大
学生入选“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下一步，澄迈将开展“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强化年”活动、“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
升年”活动、“基层党员干部严管年”活动。

澄迈县委书记 吉兆民

坚持党建引领抓质量
不断提高群众对各项工作满意度

去年，临高讲担当，主动扛起管党治
党责任，制定整改方案，加强跟踪问效，落
实上一年度查摆问题整改；对各级党组织
落实党建重点任务开展巡查4轮125次，
推动工作有效落地；严查侵犯群众利益，
不作为、乱作为，贪腐谋私问题，干部作风
持续向好。求实效，坚持党建引领脱贫攻
坚，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头担任大队
长，选派驻村工作队员496名，驻村第一
书记83名，全年实现贫困人口439户
1457 人脱贫退出，完成年度任务的
104.07%，贫困发生率降至0.0003%。

去年，临高破瓶颈，着力解决党建
工作难题，排查整顿56个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其中54个得到转化提升。完成

1369名在职村“两委”干部资格联审联
查工作，逐一过筛2014年5月以来发展
的1257名党员。做实功，创新推进重点
任务落实，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制
定出台《临高县机关党支部运行规范
（试行）》等一系列制度，不断提高新时
代机关党建工作质量。

下一步，临高将抓根本，不断压实
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抓规范，提前谋划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抓提升，强化
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抓监
管，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任务进
行专项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和重点任务
落地见效。

临高县委书记 李江华

着力解决党建工作难题
不断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