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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学校创
办于 1958 年，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三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以文明校园创建为抓手，不断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各项工作实现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教育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教师队伍、课程改革、党建、
德育等方面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成
为海南省农村薄弱学校迅速转型的一
个典范。

通过抓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学校
各方面工作得到极大的提升，得到社
会各界和家长们的认可，在校学生从
原来530多人增加到1105人。学校
的典型事迹，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在总结成绩
的同时，湾岭学校将继续坚持立德树
人，努力成为我省优质学校的样板
校园。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符良玲，退休干部，原海口市美兰区
海甸街道综治办、禁毒办副主任。她有
个光荣的家庭，丈夫黄合兴和儿子黄博
楠都是政法战线兢兢业业的一线民警。

早些年，丈夫带领一班年轻民警组
成打击专业队，专门打击扒窃等犯罪活
动，符良玲就把家务活包揽了。有了家
庭的支持，符良玲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工
作之中，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等荣誉称号。2011年，符良玲到海甸

街道禁毒办负责禁毒工作时，该街道因
毒害严重被市禁毒委列为挂牌整治单
位，她决心带领街道禁毒办的同事们打
一场翻身战。她推行“对接无缝化、管
理网格化、帮教精准化、服务亲情化”社
区戒毒（康复）“6+N”的工作模式，帮助
帮教人员修正自己的人生坐标，戒断毒
瘾。街道当年就摘掉了挂牌整治单位
的“帽子”，2018年被国家禁毒委确定
为“全国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示范点”。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是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三年来，学院党委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薪火
相传，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着力打造海南自贸港职教文化建设

“高地”。
一是抓好统筹规划。成立党建与

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构建起“一组
一学一院一堂一会一坛一团一网一服

一地”的“十个一”思政工作格局。二
是抓好教学改革。实施集体备课和专
题化教学，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建设，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打造“一
体两翼一保障”思政教学体系，让学生
听得进去、弄得明白、动得起来、乐在
其中，获评教育部典型教学案例。三
是抓好典型示范。打造一批海经贸清
朗空间、奋进集体，选树向上向善向好
的海经贸榜样。

夫妻和美互敬 共创幸福生活
符良玲家庭

文化赋能海经贸 全力服务自贸港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在乡村学校中绽开的文明之花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学校

凝聚精神力量 丰润道德滋养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摘登

2017年11月，琼海市获评全国县
级“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琼海市坚
持以捍卫荣誉、延续荣誉为己任，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文明委的精
心指导下，按照“固本强基、守正创新”的
工作思路，全力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向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
文明城市根基更加稳固。2020年，琼海
市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琼海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龙头工程来抓，不断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确保创建工作常态长效、常
抓常新。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成
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创建工作指
挥部及工作领导小组，不断调整优化指

挥部工作职能，高位推进“巩文”各项工
作；二是实施联系责任制。实施市领导
和机关单位责任区挂点责任制，市领导
和市直机关单位负责统筹协调、具体谋
划、指导检查社区“巩文”工作，干部职
工下沉社区，参与各类创建活动，形成
上下联动、高效快捷的决策机制和落实
机制；三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将文明
创建工作纳入对市直各单位、各镇区的
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三市一区”指挥部
牵头成立督查小组，实施全区域、全点
位、全过程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
报整改、跟踪指导，并定期做好“回头
看”，达到以督查促整改、以整改促提升
的良好效果。

2017年，文昌市被中央文明委确
定为2018—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三年来，文昌市坚
持创建为民、惠民，城乡环境卫生不断
改善、公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做实民生工程，先后投入1200余
万元，逐步完善农贸市场设施。全面
清理和维修文城及清澜市区损坏的市
政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高隆东一横路
等一批人行道修复、路面修复工程，近
三年，修复主次干道183条，修复面积
约16500平方米，建成霞洞湖公园等
休闲公园（广场）10座，休闲场所、文化
巷、文化墙600余处，完成各类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超10亿元。强化便民服
务，悬挂“15分钟便民生活圈导视图”
与“晨晚练体育活动导视图”方便市民
出行和生活。整治市容市貌，加强“三
无”小区环境卫生管理。推进城区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在环卫园林小区等
先试先行，居民参与意愿达95%。建
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
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成城
镇生活垃圾转运站17座、城区垃圾压
缩转运点2座、在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1座，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主次干道实现无缝隙清扫保
洁，机械化作业面积达247万平方米，
机械化清扫作业率达92.8%。

固本强基 守正创新
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中共琼海市委 琼海市人民政府

努力建设
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中共文昌市委 文昌市人民政府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文
明委的精心指导下，海口市审时度势、
运筹帷幄、勇于担当，在2015年全面启
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举全市之力，深
入推进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7
年，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2020年，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如逆水行
舟，不进是退，慢进也是退。2019年，
海口市测评成绩有所下滑，被中央文明
办通报批评。2020年，海口市坚持问
题导向，加强督导督办，认真落实市委
主要领导提出的“五个一”目标责任机
制（即：一个市级领导主抓，一个责任落

实部门，一套实施方案，一个目标管控
机制，一个效果评估机制）、“三色”过程
管控机制（即：重大项目管控按照季度
实施进度亮牌管理，无滞后为绿色，滞
后项目为黄色提醒，由分管市领导负责
督办协调，严重滞后项目为红色警告，
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督办）和

“五比”效果评估机制（即：比贯彻新发
展理念，比加快高质量发展，比制度创
新，比责任落实，比项目推进建设情
况），推进整改工作，进一步从建设内容
形式、方法手段、渠道载体、体制机制等
方面创新，充分发挥月度、季度、年度考
评结果运用，奖惩有度，促进创建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多措并举抓落实
文明创建见实效

中共海口市委 海口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昌江黎族自治县坚持不懈
抓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19年被中央
文明委确定为2018—2020年创建周
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2020年获
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城市。

一是坚持高位领导。成立县四套
班子主要领导和海钢海矿党委书记共
同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组建创文工作指
挥部。二是坚持一线推进。推行“县级
领导+社区+机关单位”责任制、网格化
联勤联动作战机制，建立“县领导靠前
指挥，网格长负责协调，镇级与社区网
格员具体抓工作落实，包点单位与职能
部门联勤联动”的作战体系。三是坚持

严肃追责。出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
社会文明大行动考核奖惩办法》等制
度，实行“每天巡察督导，每月考核评
比”，以严明奖惩倒逼创文责任落实到
位。四是坚持全民参与。每周开展“创
文日”，近万名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卫生清洁、交通劝导等志愿活动；各中
小学校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
起走”主题活动。五是坚持思想引领。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近千场次，打
造91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讲堂”并开讲400多场；广泛
弘扬“植树娘子军”精神，大力选树先进
典型模范，引导群众见贤思齐，争做文
明昌江人。

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坚持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乐民”的原
则，举全县之力强力推进创建工作，城
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生态环境得到
有力改善，人文精神、社会风尚、市民素
质得到有效提升。

琼中以提升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出发点，大力实施一批惠民利民工
程，公共服务功能得到整体提升。中部
少数民族文体演艺中心、黎族苗族民歌
展演馆、非遗工坊等场馆已建成使用。
全县10个乡镇均建立乡镇综合文化
站，建成112间文体活动室、151个篮
球场、125座乡村大舞台。开展文化下
乡演出34场次、送图书下乡17场次、

送电影下乡放映996场次，极大程度地
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投资
206万元，修建6座旅游厕所；投入275
万元，在县城街心公园建设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完善旅游城市服务体系。面向
全国累计引进优秀校长21名、学科骨
干教师69名，对在县内就读高中的学
生实施四免二补（免学杂费、住宿费、教
材费、作业本费，补生活费、学习资料
费）。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
仁医院托管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冠脉
CTA、APC及高频电切术、颈内静脉穿
刺等46项新技术新项目，对23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标准化建设，全面提
升医疗卫生水平。

石山镇先后获得全国第二批特色小
镇、全国重点镇、海南省十大文化名镇、
百个特色产业小镇等多个荣誉称号，下
辖施茶村获评“全国文明村镇”，昌道村
获评“全省文明村镇”，美贯、春藏、儒黄
等四个村获评“海口市文明村镇”。

石山镇大力扶植发展民宿旅游、
火山雍羊、石斛南药种植等特色农业发
展，形成多产业齐驱蓬勃发展的良好局
面，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乡村振
兴提供了强大动力。石山互联网小镇，
是全国首个用“互联网+”理念、思维和
技术贯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以及服务
全产业链打造的一个新型智慧农业小
镇。石山镇打造了火山石斛、石山黑

豆、石山雍羊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火山荔枝、火山土鸡、火山口咖啡等众
多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海岛生活、淘
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拓宽线上销售渠
道，举办“海口火山荔枝嘉年华”“山海
相约、夜宴石山”美食品鉴会以及每周
六的“农夫集市”等系列活动，线下推
广和宣传石山的土特产。充分挖掘本
地人文特色，围绕健康骑行生活、历史
年代情怀、火山咖啡文化等主题打造人
民骑兵营、火山石坞、黑豆书院等一批
地域韵味浓厚的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守
护的“绿水青山”逐步变成百姓的“金山
银山”，一个个美丽乡村正在变成百姓
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践行新风 干群同心
绘就文明新篇章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委

持之以恒 常态长效
让文明之花在昌江处处绽放
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委 昌江县人民政府

坚持创建为民惠民乐民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

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 琼中县人民政府

博后村以构建和谐新农村、争创文
明村为目标，依托亚龙湾国家度假区资
源和平台，以村民自主经营和引进企业
进驻与村委会合作开发村集体建设用
地为核心产业，努力打造成为集文化、
康养为一体，服务亚龙湾的后勤保障基
地，2019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4500元。

博后村在文明创建中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闯出了一条以民宿业带动产业
兴旺、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子，“宿约
107”“相见无墅”“海纳捷”“蓝雅居”等

民宿先后被评为海南乡村民宿金宿、银
宿、铜宿和“海南省十佳民宿”“海南省
品牌民宿”。目前共有民宿44家、客房
1300多间，其中已建成营业34家、客
房1000多间。还开启了夜游乡村模
式，开设一条1公里长的夜市，销售海
南热带水果、特色小吃、黎族风味小吃、
特色烧烤、扶贫产品等，带动300多名
村民就业；文创基地、西安画院三亚分
院入驻博后，拓展了产业模式和旅游业
态，拉动博后村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为
文明创建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结
带领全院干警锐意进取、砥砺拼搏，
加强文明单位创建，立足审判执行
中心工作主动作为，为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和
保障。

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展
各种扶贫主题活动。开展“脱贫攻
坚 法治同行”送法下乡活动，到扶
贫点讲专题法治课，开展法治宣
传。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整村脱贫成
果，扶贫点鲁古井村在 2019 年脱贫

攻坚大比武中，荣获村级比武第一
名，荣获“2020 年海南卫生村”。二
是用司法案例匡扶正义，扎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审理全
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海
南建省以来破获的组织成员最多、
盘踞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犯罪
事实最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涉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黄鸿发
等涉黑案。三是对毒品犯罪“零容
忍”，严厉打击新型毒品犯罪和网络
涉毒犯罪。

2018年以来，省教育厅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文明单
位创建。

坚持培德重教，确保教师队伍
“强”起来。一是对标新时代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促进教师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培育出“全国最美
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一
批先进典型。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建省以
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经费最多、待

遇最优”的基础教育引才工程，引进的
优秀教育人才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先
进的教育理念融入教育教学工作之
中。坚持多维发力，确保文明素养

“高”起来。一是按照省委统一部署，
深入开展“一项引领工程、一个创建活
动、五大专项行动”，广泛开展“文明海
南·从我做起”健康海南全民大行动等
文明教育形式。二是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万人歌唱祖国活
动，引导广大师生不断提高文明素质。

以创建文明单位为契机
全面助推海南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

海南省教育厅

和谐发展共富共荣
全力打造文明村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委会

加强审判机关文明创建
全力助推自贸港法治建设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以来，海口美兰机场海关
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2020年9月获评“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是全国海关系统
和海南省 5 个受表彰的集体之一。
2020年7月获评省直机关“创建文明
单位示范点”。

一是坚决筑牢国门安全防线。全
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严把口岸检疫防
线，检出核酸阳性病例占海南口岸
70%；优化入境检疫处置流程，严密高
效完成多架次进出境包机检疫监管任

务。二是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开展临空产业园区建设、离岛免税监管
模式创新等课题研究，支持飞机融资租
赁、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发展；优化免税
品监管流程，加强日常巡查监管，保障
离岛免税政策第六次调整提质扩效；制
定美兰机场二期海关智能化监管改革
方案；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广“汇
总征税”“两步申报”等通关改革。三是
积极践行“人民海关为人民”理念。全
力落实“六保”“六稳”工作，为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一企一策”通关服务。

2018年以来，国家能源集团乐东
发电有限公司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以创建文明单位为动力，
积极实施党建引领工程、绿色发展工
程和文化育人工程，促进文明创建开
花结果。

一是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构
建“大党建”工作格局，围绕重点任务开
展“党建+”活动，让鲜红的党旗飘扬在
改革发展第一线、生产经营最前沿、攻
坚克难主阵地。二是积极响应海南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号召，在两台

机组投产即实现超低排放的基础上，成
功实施两台机组环保协同提标改造，开
创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先河。改造后实
现废水零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灰
渣、石膏等固体废物全部回收利用，利
用率100%。三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按季度开展“道德讲堂”活
动，开展“十要十不要”员工文明公约大
讨论及签约践诺仪式系列活动，深入开
展“文明乐电”创建，涌现出一批文明部
室、文明家庭、文明职工，形成文明健康
的企业文化。

农国切，洋浦经济开发区消防救
援支队新英湾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
队长，一级消防士。他有个幸福的家
庭，也是消防救援队伍公认的主心骨，
也是家庭的顶梁柱。

入队 11 年来，农国切先后参与
2013年“10·27”金海浆纸厂露天堆场
火灾扑救、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
救援和 2015 年海南炼化“5·26”S-
Zorb装置火灾扑救等灭火救援行动
1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100余人，疏散
受灾群众1000余人。先后荣立二等功

一次、三等功一次、多次受到嘉奖。
农国切执勤值班任务重、在队里

工作时间长，照顾家庭的精力相对较
少，妻子总是十分理解和支持，从无怨
言，每天下班后把家务事处理得妥妥
当当，从不让丈夫因家事分心而影响
工作。作为子女，他们孝顺父母、尊敬
老人；作为父母，他们呵护女儿、以身
作则；作为夫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
理解，共同建造了温馨的文明家庭，成
为支队上下和左邻右舍眼中人人羡慕
的模范夫妻。

文明把关守国门 文明服务建自贸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

党建引领创建 绽放文明之花
国家能源集团乐东发电有限公司

单位里的主心骨 家庭幸福的顶梁柱
农国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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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2月5日，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对“第二届海南省文明城市”“第六届海南省文明村镇”“第六届海南省文明单位”“第三届海南省文明家庭”“第二届海南省文明校
园”等荣誉的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以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高质量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会上，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通过书面形式交流工作经验，本报对交流材料进行摘登，以飨读者。

本省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