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观察 2020年6月28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A04

■■■■■ ■■■■■ ■■■■■

东方市招商团
赴京招商引资

本报八所6月27日电（通讯员林道丰）近日，
东方市招商团赴京招商引资，谋求以项目推动东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27
日从东方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东方市招商团先后到金港赛车场、中青旅控
股有限公司、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就东方市与这些企业加
强旅游文化、港口建设和临港产业园建设等合作，
充分交换意见，推动项目尽快落地。

东方市有关部门向这些企业解读了海南自贸
港政策、东方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东
方将积极谋划商贸旅游、物流仓储、热带高效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发展，推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东方临港产业园区和金月湾旅游度假区
等建设，推进东方港产城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保
障，以超常规举措促成项目尽快落地见效，让企业
在东方投资放心、发展省心、生活舒心。

部分村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
状况，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儋
州市采取措施大力整顿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调整撤换软弱涣散村党
支部书记11人，到目前为止，全市
47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全部整顿
摘帽。

选派优秀人才充实村党组织，
靠硬“主心骨”改变软弱涣散的村党
支部，当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火
车头”。薛宅村原党支部软弱涣散，
支部委员平均年龄53岁。“改变贫困
村面貌，党支部要当好‘火车头’；打
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党建引领。”

2017年 4月，组织选派儋州市税务
局党建科主任科员杜卫红任驻村第
一书记，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他大
刀阔斧整顿软弱涣散党支部，选配
村里致富能手薛凤驹任村支书，驻
村6名工作队队员分别挂任支部副
书记和支部委员；从外出务工、经商
人员、优秀致富能手、退役军人中发
掘人才，储备6名后备干部；今年培
养和发展6名年轻党员，一举改变村
党支部软弱涣散状况。

村党支部坚强，才能带领村民
发展产业铲除穷根。薛宅村党支部
组建儋州市首个村级直属公司——

海南薛宅实业有限公司，带领脱贫
户大规模种植辣椒等反季节瓜菜，
全村174户脱贫户参与产业分红。
脱贫户薛风文家6亩地出租给公司，
2019年至今，全家地租、分红、打工
收入加起来近4万元，过上好日子。
村支书薛凤驹说：“2019年底，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174户 856人全部
脱贫；‘空壳村’变‘实’了，村集体经
济资产达80余万元。”

近 3 年来，儋州市累计投入
3906万元，新建、扩建55间村级党
组织活动场所。南丰镇松门村是

“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村，活动场

所破烂不堪，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无
人愿当村干部。村党支部代书记廖
国东说：“以前村委会办公室是1间
60平方米破旧平房，屋顶漏水，院里
杂草丛生，开会人多，都没地方站。”
2016年 10月任驻村第一书记的陈
吉祥，推倒旧平房，建2层办公楼，建
设坚强的村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带领村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全部贫困户脱贫。6月27日，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松门村委会，看到
一栋新的2层办公楼，庭院整洁，党
旗高扬，办公室、学习室、图书室等
一应俱全。

儋州把村党支部打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领头雁飞得高 致富路走得宽

曾是儋州市深度贫困村
的大成镇新风村，前些年村
级集体经济为零。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下，村级集体经济
起步发展。今年5月28日，
新风村新建村级游客接待中
心投入使用，23间民宿启
用，村里旅游产业起步发
展。6月27日，驻村第一书
记陈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村级集体经济账上有130
万元。”这是“七一”前夕，海
南日报记者在儋州乡村看到
的新气象。

儋州市委把加强基层党
建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融
合，把村党支部打造成坚强
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2019年至今，全
市脱贫攻坚成就显著，脱贫
1666户5380人，完成任务
100%；贫困发生率从2015
年底的 8.9%下降到 2019
年底的0.03%；36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全部摘帽出列。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为坚决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奋力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面胜利，与全国同
步建成小康社会。”儋州市
委书记袁光平说，全市各级
各相关部门党政一把手、驻
村工作队队长要切实负起
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合力攻坚，顽强作战，要用
心用情用理，帮助贫困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着力提升脱
贫攻坚质量。

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优秀
人才的实际情况，儋州市委选拔优秀
干部充实基层党组织。从市直机关、
驻市单位筛选641名优秀干部，脱产
进驻贫困村，一帮3年；435名驻村工
作队队员挂任村党支部委员或党建
指导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104名，
覆盖3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党支部，
使全市农村党建水平明显提高。

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两委”班
子发挥引领作用，担当起带领全村群
众奔小康历史责任。新风村曾是儋
州市“十三五”建档立卡深度贫困村，

全村建档立卡171户贫困户865人，
贫困发生率最高达21.6%。2019年
4月，省委办公厅选派正处级干部陈
川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发现村“两委”
班子成员平均年龄54.6岁，仅1人有
大专学历。“贫困村要脱贫，首先要党
建‘脱贫’，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
部。”近2年来，他选配村里优秀人才
充实“两委”班子，选拔驻村工作队队
员羊杰灵挂职村支委；聘用优秀返乡
青年符杨景到村委会工作；从广州回
引本科生陈乾涛回村任职等，从驻村
工作队选出本科生8人，“一对一”帮

扶村“两委”干部，建设一支能力过
硬、作风优良“不走”的工作队。

充实新鲜力量后的新风村党支
部战斗力强，开拓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新路，对接儋州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
公司，引入碧桂园公司一期投资
1000万元项目，以流转土地方式，合
作开发美丽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
引进编织袋加工厂，让脱贫户在家门
口就业，稳定增收。2019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22.16万元。

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创新发展思
路，带领村民走上致富新路。“强党

建抓发展，开发扶贫产业，建设美丽
乡村，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兰洋
镇南罗村支书梁永朝说，近3年来，
引入丰盛生态农业投资公司，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整合村民闲置土
地，以“土地租金+入股分红+工资收
入”方式，带领脱贫户找到稳定增收
发展产业新路，打造500亩七叶葡
萄观光产业园、300亩淡水龙虾养殖
基地等，建成南罗黎家博物馆、休闲
驿站、黎苗文化长廊、环湖栈道等，
带动村民建民宿，办农家乐，吃“旅
游饭”。

儋州市实施“农村基层组织头雁
培育行动”，物色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552 人，回引外出优秀人才回村任
职，逐步改变全市部分农村党组织干
部素质低、能力弱的状况。

回引人才把新思想、新观念带回
家乡，与乡村实际结合，推动产业发
展。毕业于南昌大学34岁的许永强
热爱家乡，2019年6月，成为儋州市
委组织部第一批社会招聘回引人才
计划培养对象之一，是那大镇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到他的老
家屋基村委会挂职锻炼。他发挥市
场营销特长，致力于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保护生态环
境，保护鹭鸶的栖息地。”他建议增加
村里的湿地保护面积，从200亩扩大
到400多亩；他2019年8月加入村里
义务护鸟队，保护生态环境。他用好
以前做销售和售后服务积攒的人脉
资源，牵线搭桥，寻找游客资源，促使
海南逍遥旅游投资集团的多家成员

公司，增加屋基村为旅游点，从2020
年5月16日到6月25日，共新增游
客2.6万人次。“乡村旅游人气旺，游
客多了，村民致富机会就多。”今年

“五一”假期游客多，村民符和剑在村
里卖儋州粽子、特色小吃，1天收入
600多元。

回引人才敢想敢干，成为村党
组织的中坚力量，带动村民脱贫致
富。新州镇黄村产业发展基础薄
弱，缺水干旱，村民只好外出打工。

毕业于湖北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的吴健新，作为回引人才任村党支
部副书记。“市里配套给回引人才发
展产业资金50万元，根据村里的资
源情况，我联系退伍军人吴玉堂等
人，一起筹建养牛合作社。”他说，退
伍军人吴玉堂等人贷款10万元，前
期投资60万元就齐了。养牛周期稍
长，但收入稳定，增加村民巩固脱贫
成果的后劲。

（本报那大6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韦斌

今年端午节假期，儋州市的景
点“有声有色”，夜市“有声有食”，市
民和游客游花海、听涛声、看表演、
尝小吃，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赏花观景“有声有色”

原始风貌的西海岸火山岩景
观，今年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打卡，
成为热门景点。6月26日，在儋州
市峨蔓镇西海岸，众多游客在观赏
100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的物质堆积
成的海岸，点赞它可与地中海的海
岸景观媲美。龙门山海拔仅39米，
山上怪石嶙峋，山之东有一天然瓮

门，浪击石鸣，响彻10余里。“站在洞
口，海浪撞击岩石，白浪滔天，涛声
如雷。与海南其他海岸平缓的沙
滩、平静的海浪相比，这里更显得波
澜壮阔，给人留下神奇壮观的美。”
内蒙古游客李志良颇多感慨。

中和镇七里村的400多亩野生
玉蕊树鲜花绽放，吸引很多市民和
游客畅游花海，成为新的乡村游景
点。海南知名历史文化古镇中和镇
七里村，与东坡书院相邻，拥有海南
首个淡水湿地森林，最难得的是淡水
湿地中保留全国面积最大的野生玉
蕊树林，最长树龄的玉蕊树约800
年。玉蕊树花期较长，从6月一直开
到9月，每天都有新的花朵盛放，花朵
不大，粉色淡雅，成串垂挂，随风轻
舞，令人心旷神怡。“从25日至27日，

天天都有很多游客进村看花。”七里
村党支书何耀助说，已多方整合资金
3000多万元，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方便市民和游客来赏花。

从海口和三亚来赏花的游客颇
多。三亚游客王先生说：“听说玉蕊
花是唐代贵族才有资格观赏的名
花，果然赏心悦目。”海口姓朱的游
客被玉蕊花散发的香气吸引，漫步
玉蕊花树林中的栈道，绿树清水交
融，美不胜收。

歌舞美味“有声有食”

端午节假期期间，儋州市以夜
市消费拉动夜间经济发展。6月24
日晚至27日晚，在西部众人海鲜广
场、文化路八街夜市和那恁路夜市

推出大量特色鲜明的美食，同时连
续4晚举办文艺晚会，以歌舞助兴，
推动市民和游客参与夜市消费。

文化北路八街夜市是儋州市那
大镇主城区新增的市民夜间消费重
要场所，6月24日开业当天，最吸引
食客的不是特色小吃，而是一台内容
丰富的文艺晚会。晚上8点开始，儋
州调声、歌曲节目、英姿鼓群舞、电子
器乐、杂技灯光秀、女子古装舞蹈等，
文艺节目一直表演到晚上10点钟才
落幕。“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
到夜市消费，我们建设配备齐全音响
和灯光的近300平方米大舞台，表演
儋州调声、歌舞等节目。既提供特色
小吃等美食，也提供精神食粮。”与别
的夜市不同，投资方利用断头路的尾
端，投资新建宽18米、深15米的大舞

台。6月27日，夜市负责人李全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去夜市消费的人数暴
增，24日至26日，客人达20万人次，
总收入50万元。

6月24日晚，2020年第4届北
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

“粽情端午”系列活动之一的儋州市
2020年端午节特色歌舞展演，在西
部众人海鲜广场举行。西部众人海
鲜广场推出“有声有食”的活动，特
地搭建特色产品和美食一条街，展
出儋州粽子、鸡屎藤面等特色农产
品，推出特色小吃。搭建舞台，文艺
晚会每晚8点拉开帷幕，演出儋州调
声《儋州好儋州美》、歌曲《海南好风
光》、舞蹈《久久不见久久见》等节
目，为夜间消费助兴。

（本报那大6月27日电）

儋州上半年
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实现全年目标

本报那大6月27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韦雪梅）儋州市今年上半年经济总体运行平
稳。近日，儋州市召开经济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
27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今年以来，儋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抓增长，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疫情防控取得
明显成效，复工复产成效显著，全市经济总体保持
平稳运行态势，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和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做好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儋州市委书记
袁光平强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强化建
设项目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千方百计
保进度、保质量、保安全，确保项目尽早投产达
效。以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全力抓好招商引
资各项工作，严格落实招商引资责任，细化任
务，盯紧目标，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理念，推动招
商引资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着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层层压实责任，主动作为，提升服务
水平质量，切实解决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难点，
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儋州市进一步增强财政“造血”功能，增强保
障发展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项目等支
持，千方百计壮大儋州财力。通过“点对点”组织劳
务输出、开发公益性岗位、开设“跳蚤市场”等方式，
扩大就业容量，增加群众收入。重视消费对提振经
济的重要意义，鼓励干部职工带头购物消费，精心
策划多种多样的促销活动，引导和带动广大群众尽
快恢复消费信心，走出家门消费，助力经济增长。

儋州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那大6月27日电（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
员丁子芹）端午节前夕，为防止“洗龙水”造成学生
溺亡事故等，儋州市有关部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学校统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做到宣传到
位、教育到位、分包责任到位、提醒告知到位、炎热
天气巡查到位，共筑防溺水安全屏障。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6月27日从儋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要求对校园及周边水域的安全隐患展
开排查，发现学生在水边玩耍，及时劝离，消除溺
水隐患。“防溺水是老生常谈，但怎么重复提醒都
不为过。放假期间，一定不要让学生无所节制地
玩，家长应随时掌握小孩的去向，加强对孩子安全
意识的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市政府有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防溺水应是全社会都关注的课题，学校
需要与家长、社会携手，一起为学生假期安全筑起

“安全墙”。
“6月23日，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管

理分局的有关负责人到学校，给初一和初二年级
学生上‘保护饮用水源，预防溺水事件’的主题安
全教育课。”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当好领头雁

硬“主心骨”撑起软弱涣散党支部

回引外出人才培养致富带头人

端午节假期，儋州市民和游客游花海、听涛声、看表演、尝小吃

景点 夜市 洋浦到厦门和泉州
招商考察

本报洋浦6月27日电（特约记者郝少波）近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派出招商考察组，
到厦门、泉州开展招商考察活动，先后到罗普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国之光葡萄酒集团有限
公司、泉州南威软件股份公司等企业考察。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6月27日从洋浦有关部门获悉的。

洋浦招商考察组到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考察，该公司主营范围涵盖图像技术、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涉及公安、政法、交通、
金融、教育、卫生、能源、环保、国防等领域。招商
考察组成员详尽讲解洋浦基本概况以及海南自贸
港政策，双方就罗普特在洋浦落地物联网制造项
目以及产业集中总部落地等事宜，充分交换意
见。洋浦招商考察组到法国之光葡萄酒集团有限
公司考察，双方就法国之光在洋浦建设葡萄酒贮
藏展示基地、国际葡萄酒交易所等项目，细致交
流，充分了解企业需求。洋浦招商考察组到泉州
南威软件股份公司考察，南威软件有关负责人员
就雪亮工程、智慧园区、智慧海南、智慧海岛、化工
产业园区安保系统建设以及区域总部设立等事
宜，与洋浦招商考察组充分交换意见。

端午节假期，八一石花洞景区迎来大量游客。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中和镇七里村400多亩野生玉蕊树鲜花绽放。 通讯员 何文新 摄

峨蔓镇海滩，市民和游客“洗龙水”。
通讯员 何文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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