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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10月29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
“我们搞活动，大家都是抢着来，大家都想着为社
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10月28日，东方市新东
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书记季竟成开心地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从最早成立的东方广电志愿者服务
队，到后来的新东方人志愿者协会，再到东方市
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他们这支主要由省外
来东方居住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越
做越有奔头了。

据了解，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
部采取“党支部+党小组”的模式，将志愿服
务融入党支部，组织引导候鸟党员群众积极
参与城市治理、文体活动、公益志愿服务等
活动中去，让这些“新东方人”尽情发挥了余
热。

目前，该党支部所在的协会共有11支小区
志愿服务队，并组建了文艺队、书画院、医疗保
健组、宣传通信组、安全保障组、妇女联合会等
6支专业队伍，已有注册志愿者254名，其中党
员98名。

该党支部组建以来，协会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积极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文明交
通劝导、文艺“三下乡”、疫情防控、扫黑除恶宣
传等志愿服务活动 160 多场次，参加人员
30500 余人次。其中文明交通劝导项目荣获
2019年海南省志愿服务大赛银奖。

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60多场次

本报八所 10 月 29 日电 （见习记者肖开
刚 通讯员梁昌琪）10 月 28 日参加全省候鸟
党建工作现场交流会的与会代表，在实地参
观了东方市的东鑫房地产公司党支部、新东
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海南中正水产公司党
支部等候鸟党建点后，对东方市候鸟党建工
作纷纷点赞。

定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晏和勇说，值得学习
借鉴的东方候鸟党建经验主要是搭建了平台，给

“候鸟”党员、候鸟人才找到一个家；从场地、资
金等方面给候鸟充分支持；把“候鸟”人才的特
长发挥出来，让他们找到归属感等。

文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符振忠说，东方把整
个候鸟党员人才整合起来，引导他们在全市医疗、
教育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去
学习。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四级主任科员
符儒山说，东方通过党建引领，柔性引进这些
候鸟人才，让他们扎根在东方，增加了东方的
人才优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羊
珏姬说，东方的候鸟党建平台建得比较好，能够
让这些候鸟充分发挥余热，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地方。

海南海上之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
委员陈文静说，能把候鸟人才引进来作为一个研
究团队、研发团队，我觉得这是东方的一个很大亮
点，很值得学习。

东方候鸟党建工作
获点赞

本报八所10月29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
10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龙池湾花园小区的
东方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看到，该
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共建共享”的工作模
式，激发带动小区内候鸟人群充分释放余热，让
这些“新东方人”在人才联络、社区治理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

龙池湾花园小区是东方市占地面积较大、候
鸟人群占比接近100%的一个小区，旺季时居住
人口4000多人。该党支部成立于2013年，现有
党员43名，其中流动党员35名。根据候鸟党员
流动大的特点，该党支部班子联合小区物业，成
立“东鑫龙池湾网络党支部”、龙池湾人才联络
站和龙池湾花园党群活动中心，并组建党支部
微信群，通过图文、视频等方式，实现党建活动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很多人没回去，所
以我们搞的活动比往年还多一些，‘七一’‘十
一’都办了活动，以前都没有的。”东方市东
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王育英
说。

据了解，该党支部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和爱心捐赠等
社团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新东方人”业主的文
化生活，增强了“新东方人”的组织归属感、党员
荣誉感，激发了他们投身建设美好新东方的积
极性和能动性，为社区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红
色引擎”。

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

党建活动线上线下
同步开展

东方积极发挥党建对候鸟人才的引领凝聚作用

候鸟人才栖东方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10月28日上午，受
台风影响，东方市区不时
飘来一阵风雨，但东方市
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
部组织的文明交通劝导
活动，和往常一样在多个
路口展开。

东方海岸小区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张世青负
责小区前的志愿服务。
他带领6名队员在斑马
线前劝导来往的行人、车
辆文明通行。雨下得太
大，队员没多久都被淋湿
了。

这是东方市委、市政
府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候
鸟正能量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东方市委、市政
府立足实际，认真贯彻省
委、省政府人才引进战
略，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从加强管理水平、提升服
务能力、凝聚正能量等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出
了一条候鸟党建工作的
有效路径。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
霞表示，目前，东方市一
批标准化规范化候鸟党
支部陆续建成，各类候鸟
党建活动和工作有序开
展，一批候鸟人才陆续被
挖掘和使用，候鸟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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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组织开展活动160多场

次；文明交通劝导活动获得了2019年海南省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银奖

深入贫困村开展慰问演出18场

次，先后带领团队前往国家大剧院、

香港等地参加文艺比赛并获奖

东方市候鸟艺术团党支

部举办舞蹈培训班6期，免

费培训学员500多人次

贴心筑“红巢”
给“新东方人”党员安个家

走进东方市龙池湾花园小区，处处可以看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老人，正在干净优美的
小区里颐养天年。

小区的候鸟党员，在小区的花园里还有一
个他们共同的家——龙池湾花园党群服务中
心。这里宽敞明亮，会议室、电脑、办公桌等各
种设施设备齐全，墙上挂满了各种制度和荣誉
牌。他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开会，开展正常的
党组织活动了。

类似这样建设给候鸟的“红巢”，在东方越
来越多。按照“候鸟到哪，党的组织和工作就覆
盖到哪的理念”，东方广开“新东方人”联络之
门，先后在8个候鸟聚集小区成立党支部，在6
个小区设立党小组，挂牌成立10个“新东方人”
人才之家联络站，并不断拓宽渠道收集信息，通
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发布联络方式，开通“新东
方人”党员网上服务窗口，让“新东方人”党员及
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开展党建业务咨询和参
加组织生活。目前东方市登记在册“新东方人”
党员有1300多名。

“我们实施了候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年活
动，投入80多万元升级18个党支部及人才之
家，打造了龙池湾、天源海景2个党群服务中
心。”东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欧阳娇说，他们
还推动老年大学、老体协党支部等阵地向“新东
方人”开放，全方位满足党员需要。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块阵地，把我们党
建工作做得更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为建设美好新东方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龙池湾小区所在的东方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何淑贤说。

此外，东方市还实施重点党员跟踪回访，
注重对有意服务东方发展的党员和急需紧缺

“新东方人”人才跟踪回访，详细了解他们的技
能专长、志趣需求、每年返回时间等，并将东方
市急需紧缺“新东方人”人才纳入市委、市政府
跟踪服务范畴。目前收集登记“新东方人”人
才647名，其中高层次人才418名，先后推荐
到用人单位服务的45人。

“我们人才之家联络站的工作主要是采集
小区流动党员信息，挖掘东方急需的医疗、教
育等方面人才。”东方市山海湾小区党支部书
记、“新东方人”人才之家联络站站长林双说，
他们人才联络站成立以来，已先后采集了各类
人才信息300多份。

暖心送服务
解决“新东方人”后顾之忧

“我们当时一直想找个场地，更好把党支
部和协会建立起来，后来市里帮忙找了这么大
一个地方，一分钱都不要我们出，全部免费，挺
难得的。”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书
记、志愿者协会会长季竟成说，这几年东方市
给他们候鸟党员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活动经费、阵地建设、活动物资都给予大力支
持，还积极推荐他们参加省市优秀先进的评选
表彰、提升培训等。“不管是作为一名新居民还
是一名老党员，在这里都有家的感觉”。

与季竟成有一样感受的还有李晓红。退
休来到海南后，李晓红于2015年3月创办了
集休闲、娱乐、健身、传播文化于一体的东方市
候鸟艺术团。由于经费缺乏，艺术团成立之初
遇到不少困难。之后在东方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东方市候鸟艺术团不仅可以使用老

年大学、老体协党支部的文体活动阵地，活动
经费也得以解决。2015年，由李晓红编导创
作的《西班牙斗牛舞》代表海南在第四届国家
大剧院舞蹈节上获得“金奖”；2016年，她所编
导创作的《北国天香》在璀璨夕阳演出大赛（香
港站）喜获金奖，为东方市文化事业增添了靓
丽的光彩。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解决“新东方
人”的后顾之忧，东方市多方位为“新东方人”
提供保障服务。在经费保障方面，东方市将

“新东方人”党支部党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落实党支部每年不少于3万元、人才联络
站1万元的工作经费和党支部书记每月800
元的生活补贴。加大对“新东方人”活动资助
力度，多渠道解决“新东方人”开展各类活动所
需的服装、设备、保险等。

在政策保障方面，东方市出台《关于充分
发挥候鸟型“新东方人”人才作用的意见》，加
大对用人单位和“新东方人”经费支持。2018
年以来给予用人单位7.2万元经费支持，为符
合条件的5名“新东方人”党员人才发放10万
元交通补贴。注重党支部书记等“新东方人”
党员人才的培养，3年来共举办国情研修班4
期、党建业务培训班5期。

在激励保障方面，东方市每年定期召开
“新东方人”人才新春座谈会，走访慰问党员人
才代表，每人发放慰问金1000元。设立优秀

“新东方人”人才奖，先后为冯明祥、马秀清等
同志颁发优秀“新东方人”人才奖，推荐参加

“感动海南”等表彰评选。

热心聚能量
展现“新东方人”良好风采

在东方市的热情邀请和服务下，越来越多
的“新东方人”人才，参与到了东方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国际滨海公园城市的各项工作中去。

党员马秀清退休之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沈阳军区203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退休
移居东方市后，受邀担任东方医院妇产科业务
主任，将多年妇产科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身边的同事，帮助该院妇产科逐步完善了教
学查房、岗位培训、疑难课程讲解等一系列规
范制度。此外，还组织开展大子宫肌瘤阴式切
除术、卵巢恶性肿瘤术中治疗、宫腹腔镜等新
业务新技术，明显提高了该院妇产科危急重症
治愈率及抢救成功率。

“东方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局和东方医院
的领导干部太诚恳了，对我们这么重视、尊敬，
让我挺感动，心里边挺温暖的，也就过去工作
了。”马秀清说，她到东方医院后，坚持到临床
一线工作，通过培养，帮助医院的同事大幅提
高技术水平，这也让她收获到了实实在在的成
就感。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东方市出台了高层
次人才专业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将“新东方
人”人才与高层人才同等对待，为13名“候鸟
型”院士、博士开展产学研提供平台和服务，使
东方市高端对虾、石斑鱼种苗繁育获得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

东方市还积极组织引导“新东方人”参与
公益志愿服务。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
组织开展活动160多场次，其中“文明交通劝
导”活动获得了2019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银奖。东方市候鸟艺术团党支部举办舞
蹈培训班6期，免费培训学员500 多人次，深
入贫困村开展慰问演出18场次，先后带领团
队前往国家大剧院、香港等地参加文艺比赛并
获奖。 （本报八所10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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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人”党员1300多名

“新东方人”人才647名
（高层次人才418名，推荐到用人单位服务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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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给张世青（左一）等队员送雨衣和豆浆。
（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供图）

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组
织的净滩志愿活动，队员们积极参与。
（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党支部供图）

马秀清正在医院内出诊，给患者答疑解惑。
（东方市委组织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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