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文时间：7月 1日至9月30日

主题：“我心中的英雄”

要求：书写英雄故事，传递精神力量，赓
续精神血脉，共同唱响新时代的英雄赞歌；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具有时代感、创新性；
主题鲜明，感染力强，题目自拟，题材不限，字
数不超过3000字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康龙）根据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下简
称总平台）统一部署，“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以下简称海南平台）决定从7月1日起，面向全
省大中小学生开展“我心中的英雄”主题征文活
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走近英雄、倾听英雄、书写英
雄、铭记英雄，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此次征文时间为7月1日至9月30日，以“我
心中的英雄”为主题，通过书写英雄故事，传递精
神力量，赓续精神血脉，共同唱响新时代的英雄赞
歌。“英雄”可以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
时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人
物，也可以是身边的普通人，要求人物故事真实，
事迹感人，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具有鼓舞斗
志、催人奋进的力量。

参与者应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作品须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具有时代感、创新性；
须主题鲜明，感染力强，题目自拟，题材不限，
字数适当，最多不超过3000字；须为作者原创、
首发，投稿者对文字和图片作品拥有完整的著
作权，并保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
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为保证
作品质量，作品可有老师指导创作，并在文末注
明。文章可配发作者近照或参观红色基地等相
关图片。

参与者可通过邮箱进行投稿。稿件应为Word
文档，作品配图以附件形式发送。征文邮箱：
hnxxptzy@163.com。需要提醒的是，作品标题前
均需加上“【强国征文】我心中的英雄”标签，并注明
所在学校及作者联系方式。

征文期间，海南平台将开设专栏择优展示投
稿作品，并精选优质作品推荐到总平台首页“推
荐”频道和“强国征文”频道展示。活动结束后，总
平台将评选一、二、三等奖若干，并为作者发放获
奖证书。

“学习强国”平台启动
“我心中的英雄”主题征文活动

制图/杨千懿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振飞 刘仕利）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6月30日“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以下简
称海南平台）特别策划推出“不忘初心 永跟党走”
大型融媒报道，以鲜活的形式讲好海南红色故事，
展现海南干部群众传承琼崖革命精神，蹄疾步稳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

“不忘初心 永跟党走”融媒报道以专题、专
栏等为载体，开设“红色丰碑矗琼崖”“百年微党
课”“奋进自贸港”3个视频栏目，展示琼崖红色
足迹、老党员坚守初心使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朝气蓬勃。

据悉，海南平台已成为海南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学习党史的“掌中宝”。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海
南平台已开展系列主题宣传及线上主题活动，包
括开设“庆祝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专栏，推出

“党史小课堂”“了不起的共产党”“学党史悟思想”
等专题，策划推出“读首诗歌给党听”等活动，让党
史学习教育“接地气”“聚人气”。

“学习强国”海南平台推出
“不忘初心 永跟党走”融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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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学党史：
6月29日，广西已故扶贫干部黄

文秀被授予“七一勋章”。2019年6
月17日凌晨，黄文秀冒着暴雨返回
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途中不幸遭遇
山洪，美丽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
30岁。黄文秀去世后，家人在她的衣
柜里发现了一条未摘吊牌的鱼尾裙，
这是黄文秀一年前买的。上学时的
黄文秀爱漂亮，爱穿裙子，可自从驻
村扶贫后，为了便于走访农户、打消
群众的疑虑，黄文秀收起心爱的裙

子，常年穿着运动鞋、长裤跑上跑
下。短短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她
把自己跑黑了，跑结实了，也跑出了

“10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88户，贫困
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的好成
绩。漂亮的鱼尾裙再也等不来主人，
却见证了黄文秀这名新时代共产党
员献身扶贫事业的别样青春。

悟初心：
从都市里的象牙塔回到生于斯长

于斯的穷乡僻壤，加入扶贫队伍，黄文
秀开展工作的第一道坎就是乡亲们的
不理解。为此，她曾在日记里写道：“为
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
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如何才
能取得乡亲们的理解，让乡亲们相信政
府扶贫政策，愿意用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一条还没来得及穿上的鱼尾裙给
出了答案：就是要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融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是
黄文秀生前的工作常态。驻村两个
月，黄文秀遍访全村贫困户，绘制出
详细的“贫困户分布图”，学说当地桂
柳话，端起满是茶渍的旧瓷碗，喝起
略显浑浊的玉米酒……用热情的笑
容和奔忙的身影，“跑”进了群众的心
里。说起这个“难缠的女娃娃”，受访
乡亲忍不住落泪，文秀姑娘真是为了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坚守
为民初心、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体现。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都是黄
文秀时刻挂在心头的要紧事。“让扶过
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

豪”，黄文秀不断激励自己。反观个别
干部，下乡只为“镀金”，走访调研浮于
表面、发展产业脱离实际，群众当然不
买账；或者光有热心肠，与群众打交道
方法简单、方式粗暴，一味胡干蛮干，
也是行不通的。群众心中有杆秤，谁
对群众真情实意，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更
高、要求更严，遇到的艰难险阻更甚
于以往。这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是
更大的考验，也就更需要掌握好与群
众打成一片的本领。唯有秉承为民
初心，用实干赢民心，才能凝聚起乡
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早日建成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搁置的鱼尾裙 滚烫的为民心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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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海马集团举办表彰大会

重奖劳模及优秀党员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赵媛）6月30日下午，海
马集团庆祝建党100周年暨第五届海
马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海口和郑州两
地同时召开。

会上，海马集团拿出价值百万元的
奖品重奖刘仲阳、史磊等9名劳动模范
及优秀共产党员，每人奖励1台海马汽
车，以此激发广大员工弘扬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和劳模的奋勇争先精神。

活动现场还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党委书记讲党课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

创业33年来，海马集团高度重
视党建工作，积极探索非公企业党建
新路子，使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人才
战略、企业文化和工会工作相结合，引
领企业实现转型发展。

琼海471户保障家庭
喜领新家钥匙

本报嘉积6月30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李丽莎）“公租房政策的推
出，不仅使我们的住房得到了基本的
保证，同时还能减轻我们住房经济支
出。”6月30日，琼海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服务中心举行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入
住钥匙发放仪式，471户保障家庭喜领
新家钥匙，拎包入住。领到新家钥匙
的公租房住户林少英高兴地说。

林少英就职于市教育幼儿园，多
年来，一家5口人都挤在一间出租屋
内。此次分到住房，一家人倍感欣慰。

据了解，琼海市该批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含廉租房和公租房两种，
建设住宅楼6栋600套，分50平方米
和60平方米两个户型。

截至目前，琼海共建设廉租房、公
租房3278套。该市坚持将住房保障
方式以“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两种
方式同时进行，已累计为1459户家庭
发放公共租赁住房补贴1164.75万元。

省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
慰问我省优秀基层老党员

本报嘉积6月 30日电 （记者刘梦晓）6月
28日，省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庆祝建党
100周年，走访慰问老党员”活动走进琼海，慰
问该市教育系统20位50年以上党龄的优秀老
党员。

慰问活动在椰子寨战斗遗址举行，省企业经
济发展研究会和爱心企业代表向老党员们送上慰
问品、慰问金和纪念奖杯，对老党员们为教育事业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奉献精神，要把这种精
神落实到工作上和生活中，让奉献精神继续传承
下去。”海南省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
崔魁说。

截至6月29日，省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
已经在临高、东方、白沙、屯昌等市县开展慰问活
动，共慰问了100名优秀基层党员。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叶
媛媛）6月30日上午，弘扬“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第九场新闻
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此次发布会邀请
万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就万宁的
红色历史、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等方面
进行了介绍。

万宁革命传统悠久，以官天民、王
文明等为代表的琼崖纵队先烈曾在当

地开辟了琼崖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他们秉承“信念坚
定、心系群众、艰苦卓绝、英勇奉献”的
六连岭革命精神，百折不挠地坚持革
命武装斗争，开创了“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奇迹，成为海南人民坚持革命斗
争的一面伟大旗帜。20世纪50年代
初至70年代末，中央先后把21个国
家和地区的1.3万名归难侨安置在兴

隆华侨农场。在此后的70多年间，他
们扎根在兴隆，把青春和智慧献给兴
隆，也为这片热土留下了浓浓的归侨
精神。

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今年来，万宁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抽调30名“8595”后优秀青年干部组
成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围绕党的奋
斗历史、万宁革命史、现行惠民政策及
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等多方面内
容，以接地气的语言，面对面、互动化
地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目前该系列活动已开展39场，
受众人数超6800人。

通过积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
长，近年来，万宁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63.46亿元，同比增长18.1%；
固定资产投资23.48亿元，同比增长
41.3%，排名全省第5；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9707元，同比增长
9.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76元，同比增长19%。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万宁积
极推进“放管服”改革，聚焦改革创新、

社会关切、法治建设和政务诚信，努力
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为群众解
忧，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自2019年
起，万宁连续两年获评“中国营商环境
百佳示范县市”，且排名由94名上升
到49名，今年还荣获了“2021优质投
资环境城市”称号。

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表示，进入新
发展阶段，万宁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
胆创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
入新发展格局，全力建设美好新万宁，
为建设海南自贸港贡献“万宁力量”。

万宁积极发扬红色革命精神，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赓续红色血脉 建设美好新万宁
关注弘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琼崖革命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王秀师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
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的历史。”6月 26日，在澄迈县文儒
镇珠宝岭村一棵百年大榕树下，省
发展改革委组织的“讲党史，感党
恩，促发展”活动在这里举行。省发
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符宣朝表
示，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
动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共
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好方法，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
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提高政
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思想动
员，通过读党史著作、办专题培训、
听专家授课、过主题党日等形式学
习党史，汲取力量，坚定信念，加快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力
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开创新局
面。

学深悟透
压实责任多形式学习党史

党组率先垂范，带头学习，是省发
展改革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
3月1日，省发展改革委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省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并就如何
贯彻落实进行了研究部署。建立学习
机构，成立以符宣朝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成立协调组、宣传组
和督导组并分工部署工作，压实责任
推动各项任务落实。3月4日，省发展
改革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思想动员和工
作部署。各党支部对照方案，紧盯学
习目标要求，盯紧各个重要时间节点，
立足实际细化了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实行清单化，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好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各党支部依托“三会一课”和主题
党日活动，以集中学习、个人自学、故
事讲诵、体会交流等方式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必读

书目，观看“智慧党建云平台”的专题
视频讲座等。

5月15日—18日，省发展改革委
组织50名党员干部在延安干部培训学
院举办党史党性学习教育培训班。党
员干部通过《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
安时期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等专
题教学，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延安革命
纪念馆等活动，既增长了知识，拓宽了
视野，又锤炼了党性，培养了作风。

学史力行
发挥职能认真办好为民实事

如何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效果？
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学史力行，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全过程。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工作任
务、自贸港建设的早期安排，省发展改
革委还梳理了“提高外商投资服务”

“提高境外投资服务”“编制《支持建设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实
施方案》，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建
设迈湾、天角潭和南繁基地水利枢纽
工程，助力自贸港‘水网’提质升级”

“推动文昌铺前中心渔港、万宁乌场一
级渔港、乐东莺歌海一级渔港项目开
工建设，提高海南渔业防灾减灾能力”

“开展‘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
层’三服务工作”“积极争取国家专项
资金支持海南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清洁安全能源，
推进大唐万宁燃气电厂、大唐海口天
然气发电厂、华能洋浦天然气热电联
产项目”“建立群众信用查询、企业信
用修复渠道，提高信用便民服务”等实
事清单，明确内容、措施、完成时限和
责任处室，压实责任，确保成效。

汲取力量
主动作为扑下身子去工作

为解决物流企业无抵押物、融资
难的问题，省发展改革委与供销普洛
斯现代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举办物
流企业融资对接会，全省26家物流企
业参加；2021年，省发展改革委积极
申报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福利救助、
养老托育等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
约7亿元，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南

专项下达我省“三医联动一张网”、陵
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民生项
目资金约16.5亿元……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接下来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将汲取
党史精神力量和营养，以优良的作风、
过硬的举措，切实抓好各项学习教育
和整顿工作落实落细，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年、“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取得重要成果，
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开
创新局面。

符宣朝认为，在建设海南自贸港
的重大使命中，尽管面临着一些难啃
的“硬骨头”，但是党员干部必须保持
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决不能因为困难
而退缩。要强化责任，主动作为，扑下
身子去工作。对自贸港建设发展方
向、目标思路要把握好，对面临机遇、
困难挑战要搞明白，重点工作要做到
有方案、有要求、有载体，让工作更有
前瞻性、适应性、主动性，一项一项推
进，一件一件落实，干出工作成果，形
成工作亮点。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省发展改革委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全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诵读经典
不忘初心

6月29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比赛活动暨表彰大会在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举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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