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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多措并举促发展

党建“引擎”发力 助推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6月24日，文教镇加美村地瓜示
范种植基地，20多名村民忙得热火朝
天，他们埋头刨土采挖地瓜，将一袋袋
地瓜筛选称重后搬运上车。一旁打包
的人员忙着核对订单地址。“这是村集
体的产业，我们出租土地。在这里打
工，每天能赚100多元。”村民陈梅爱
一边忙碌一边高兴地说。

文教镇加美村委会下辖石壁
村、加美村两个自然村，共有200多
户 800 余人。一直以来，由于交通
闭塞、土地贫瘠等原因，全村贫穷落

后，2014年被列为“十三五”时期整
体推进的贫困村。近年来，在政府
机关、部队、社会各界的帮扶下，该
村以强化党建为抓手，使得村容村
貌大为改观，并成功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攻

坚脱贫看支部。”该村驻村第一书记黄
兹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驻村工作的
最大感受就是“凡事亲力亲为，党员干
部必须带好头”。

去年以来，在村党支部努力下，加

美村两个自然村均铺设了地下排水管
道，完成投资近400万元，有效改善了
村庄污水收集和排放；筹措资金40多
万元，完成村庄旅游标识牌、村庄门牌
坊和停车场等项目建设，为孕育乡村
旅游产业打好基础。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加美村委会
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引导下，注册成
立了加美生态农业公司，通过土地流
转，将村中原先的撂荒地变成“加美
红”地瓜种植示范基地、加美生态养牛
基地等，带动农民增收。

“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基础。”加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易丁红表示，通过项目带动，当地
村民通常有3份收入，一是土地租金
每亩每年350元，二是入股分红村集
体收益，三是在基地务工，获得劳务
报酬。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加美村
土地出租使得村民收入20多万元；地
瓜种植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村民在家门口务
工，收益20多万元。

文昌市文教镇
加美村曾经是重点
贫困村之一，贫困
的“帽子”压得村民
们抬不起头。现如
今，环村道路通畅，
村庄环境优美，村
子有了村集体经
济，产业兴旺，村民
生活富裕，日子越
过越红火。

翻天覆地的变
化，背后究竟有何
秘诀？答案是：党
建“引擎”发力。

近年来，为全
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推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文昌市
委按照省委部署要
求，狠抓党员干部
作风建设，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以强
化党建为抓手，多
措并举强产业、促
就业、美化环境，使
得城乡呈现一派发
展的活力。

强产业 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抓住基层党建“牛鼻子”，铺就乡
村振兴“好路子”，鼓起广大群众“钱袋
子”。这句话，在文昌不是一句空话。
文教镇加美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

在会文镇一家社会福利企业，公
司党支部自成立之日起，就牢记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竭尽所能地帮
助残疾员工，回报社会。企业创始人
吴敬，在办起文昌金泰椰棕制品有限
公司之初，第一批招收的20多名员工
中，就有13名聋哑、肢体残疾人士。

此后，吴敬还联合会文镇政府，采
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先后与20户
贫困户签订生产帮扶合作协议，并吸
纳2人在公司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脱
贫。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订单受到冲击，原有业务连连亏
本，在同类企业大量裁员或停产的情
况下，吴敬利用原有佛珠车间，转型引
进服装加工生产线，吸纳32名困难群
众就业，其中13名残疾人。

吴小凤是会文镇会文村委会后田
北村的低保户。疫情期间，她原先工
作的佛珠厂迟迟未开工，经济愈发困
窘，听说吴敬的服装加工生产线投产
后，她第一时间应聘成为员工。

6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会
文镇社会福利厂时，吴小凤已经是缝
纫加工的熟练手。“这里免费提供吃
住，每月2000元的保底工资，多劳多
得，生活有了保障，很安心。”吴小凤说
道。

为稳定就业，当地政府也加大了
对爱心扶贫企业的帮扶力度，在得知
公司订单不足时，文昌市会文镇及相
关职能部门积极帮助扩大宣传，拓宽
销售渠道，并适当给予资金奖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
大的民生。”文昌市会文镇镇委副书记
周著荀表示，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发挥
先进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农民工
特别是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能够
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这里生态好，民风好，村庄特别
干净！”6月27日，海口市民杨雪和朋
友一起慕名来到文昌市冯坡镇湖淡村
参观后不由得感慨。村内，村民悠闲
地在文化广场前的大树下乘凉，地上
见不到一片垃圾。

湖淡村是冯坡镇昌里村委会下辖
的一个自然村，全村70多户 300多
人。几年前，这里和别处的乡村一样，
垃圾杂乱，蚊蝇纷飞。为全面改善人
居环境，湖淡村村民在乡贤能人和村
里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团结一心下大
力气进行村庄环境整治，率先全省实

现了乡村“垃圾分类”。
“湖淡村之所以能够成功，村民齐

心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冯坡镇昌里
村党支部书记云大德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倡导垃圾分类，改善人居环境，基
层党建是有力的抓手，党员干部要带
头行动起来。目前，整个村委会都以
湖淡村为榜样，积极开展乡村环境治
理。

在文昌的大街小巷、乡村社区、公
共休闲区域，每周都有党员干部带头
开展卫生健康大行动的身影，大家走
上街头，或在其责任区，自觉将垃圾、

落叶、杂物等清理干净，让城乡人居环
境更舒适。

“我们每周五开展一次环境大整
治，党员干部带头，志愿者、居民群众
自发参与。”文城镇沿江社区党支部书
记韩慧表示，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
形成自治、法治、德治到善治的良性循
环。

记者从文昌市委组织部获悉，为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服务质量，助力海南自贸港和文
昌国际航天城建设，文昌正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一转变两提高”专项活动，
以营造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勇于争先
的良好氛围。

“抓好党建就是最大的政绩。”文
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文昌各级党
组织将不断强化党建引领，提高基层
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确
保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等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奋力在应对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
考”中书写“文昌答卷”。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阿梅，上次买的红皮花生还有没？
再来两包！”“好咧！您稍等，马上给安排
邮寄。”6月26日，端午节小长假还没
过，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两委”干部林
月梅一早就收到微信订单，她麻利地回
复后，骑上电动车一头钻进村子里。

林月梅本是海口姑娘，嫁进文昌
凤头村后，就成天奔波在乡间田头，收

购、代销各色农副产品。月销售额从
最初的两三百元已增长至万余元，一
年多来，助农销售30多万元农副产
品。然而“代价”却是：原本俊俏的脸
庞如今晒得黝黑。

“凤头村是文昌市整村推进贫困
村之一，这几年多亏了驻村第一书记
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带动村党支部以
党建工作为抓手，带着全村脱贫。我
原本当过会计，所以就‘自告奋勇’担
当村委会电商服务站站长，帮助别人
也帮助自己！”林月梅说。

原来，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凤头
村党支部在抓好党建的基础上，先后

建立了板栗地瓜种植基地、黄金百香
果种植基地、黑山羊养殖基地，并注
册成立公司，利用村级电商服务平
台，搭建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平
台，助农增收。

“阿梅吃苦耐劳，而且有知识、有
能力、肯干事，已经是出了名的‘带货
达人’。”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梅岳胜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林月梅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几乎每
天都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快递网点和
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做事雷厉风行，
村民们对她很信任，消费者对当地的
产品也很满意。

去年3月，凤头村7户村民种植
的30余亩约10万斤南瓜滞销，其中3
户是贫困村民，林月梅不禁愁上心
头。她立即与海南爱心扶贫网取得联
系请求帮助，同时线下对接海南爱心
企业进行大批采购。经过几天的努
力，终于帮助村民将南瓜全部卖光。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凤头村农户种植的冬瓜行情不好，林
月梅想尽办法、多方推销，成功将冬瓜
销售一空，减少了农户的损失。

近两个月来，文昌市举办多场爱心
扶贫集市，林月梅踊跃报名参加，每次都
带领村里的农户一起。“我们带去的小

粒红花生、桃金娘、咸鸭蛋和粿仔，都是
村里的特色产品，绿色、健康、原生态，
深受消费者欢迎。”林月梅自豪地说。

在东阁镇凤头村林月梅的家中，
只见一栋绿树掩映下的四进式传统琼
北民居，不时有燕子在院子里飞来飞
去，优良的生态环境尽收眼底。据悉，
2019年，凤头村村民年人均收入突破
1.5万元，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
49人全部脱贫。文昌市东阁镇凤头
村被评为“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村”。

“希望农民的生活越过越好，乡村越来
越美。”林月梅憧憬道。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文昌东阁镇凤头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村干部成“带货达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
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引领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党建工作
这个“牛鼻子”。实践证明，文昌市点

燃党建“红色引擎”，将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有效转化
为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优
势，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融

入执政管理各个环节，健全党组织，配强
带头人，提升组织力，有效织密“服务网”，
抓党建聚人心，有利于走活“一盘棋”。

当然，抓党建也必须抓在实处。
党建与发展如人之臂膀，只有相辅相

成、同向同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
能。坚持抓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
建，抓班子、带队伍，抓优势、创新路，
抓投入、强基础，努力实现党建工作与
社会经济发展共振同频。

短评

抓党建 促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6月28日从文昌市政府获悉，今年以来，文昌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稳定投资，加快约亭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
园区一期道路及管网基础设施已完成投资7.8亿元，计划今年9月全面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6月24日，园区内的省级重点项目文昌气电项目完成投资21.35亿元，全面投产发电。 文/本报记者 李佳飞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文昌约亭产业园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文昌亮剑“四风”问题
查处问题19件25人

本报文城 6 月 28 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
讯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文昌市纪
委监委获悉，文昌严肃整治工作作风、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扎实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今年以来，查处问题 19
件 25人。

文昌注重日常监督，抓早抓小抓预防。一
是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
态，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将“四
风”问题作为每月谈话提醒的重要内容，做到早
提醒、早预防。

二是狠抓节点和重大活动，以点带面，逐步
深入。借助酒店管理、税务系统、高速公路天眼
系统等“大数据”平台着力查处节日期间公车公
务油卡使用、举办宴席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及“四风”问题，彻底打碎纠“四风”能喘喘
气、歇歇脚的幻想。

与此同时，围绕党的作风建设，把“四风”
情况列入全市巡察、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高
举巡察利剑，深化政治巡察，加大问责力度，
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将作风建
设引向深入。今年来，开展 36批次暗访监督
活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
问题 19 件 25 人，其中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15件 21 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5
起 16人。

促就业 关心农民弱势群体

美环境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获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
禁毒工作考评连年居全省优秀行列

本报文城 6 月 28 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
讯员潘碧文）海南日报记者 27日从文昌市公
安局获悉，日前举行的 2020 年全国禁毒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文昌市公安
局禁毒大队获评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据悉，自2016年11月全省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文昌市公安局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力
军作用，强化“打、堵、收、整”，扎实推进“八严”
工程，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市共破获毒品
案件70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93人，其中特大
案件11起，重大案件23起；缴获各类毒品30.79
公斤，盐酸 1180 公斤，毒资 103.89 万元，手机
737部，小轿车29辆，摩托车34辆；查获涉毒人
员1978人。

与此同时，文昌新增吸毒人数明显下降，
2017年新增吸毒人员557人、2018年新增吸毒
人员170人、2019年新增吸毒人员31人，分别下
降2.9%、69.5%、81.7%。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文昌禁毒工作绩效考评工作连年位居全省优秀
行列。

文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暨志愿服务总队揭牌
市民可以在线预约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日
前，文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志愿服务总队
在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揭牌。

当天，文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同时
上线，该平台将文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
体中心“两个中心”融合贯通、一体化服务，以“云
上文昌”客户端为载体，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用
户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融合，打造舆论宣传和公
共服务的“一站式”平台，力争让百姓“足不出户尽
知天下事，志愿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现代社会
治理体系。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上线后，市民可
以在线进行点单，预约志愿服务，还可以注册成
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打卡签到，还可以
进行福利兑换。目前，该平台整合了文昌本地
爱心商户，为志愿者提供超市购物、景区门票、
美容美发、电影票等方面的优惠礼品。志愿者
参与“秀文明”活动的感受和体验，可以实时分
享交流。

文昌依法拆除
东郊5处违法建筑
拆违面积453平方米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先伟）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和建设，日前，文昌
东郊镇政府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11个单位，
依法对东郊镇东郊村委会东蓝、中蓝、西蓝村民小
组的5处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工作，拆违面积总
计453平方米。

在现场，记者看到在违法建筑物周边已拉起
了警戒线，东郊镇政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11
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各自职能和任务分工，有
序开展拆除工作。

据了解，5处建筑面积总计453平方米的建
筑物，均是在集体土地内进行的非法占地建设。
为确保拆除工作顺利进行，执法行动设置了法制
宣传维稳组、安全保卫组、依法拆除组等7个工
作组。在拆除前，由法制宣传维稳组对被拆除户
和村民进行思想工作；拆除过程中，全部工作组
协调配合，实施拆除工作；拆除后，由东郊镇政
府协助拆除公司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做好善后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