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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东方市，采访市民时，能感受到内涵
丰富的感恩文化。东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回望百年党史，对照今天的幸福生活，内心更
加感谢党的恩情，感谢国家的恩情，在党的关
怀下，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加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信念。

执法人员听党指挥、对党忠诚，保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警察始终跟党走。我立
足平凡岗位，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作贡献。”
东方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所长王锐才说，从
警10年，兢兢业业，不惧危难险阻，侦破疑难
案件，甘愿继续当东方社会治安稳定的坚固
基石。

普通党员干部职工牢记初心，在普通岗
位履职尽责，履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兴税使命。”东方
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花佳说，立足
税收岗位，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履行为国聚
财、为民收税的神圣使命，确保高质量完成各
项税收工作任务，为东方市高质量发展积累

财力。
基层党员不忘使命，尽心尽力做好本职

工作，燃烧自己，发光发热，使城市更加美
丽。“作为一名党员，我不忘使命，感党恩听党
话，全力坚守岗位。我将尽自己的最大能力，
维修好路灯，为东方这座美丽城市增添亮
色。”东方市市政园林环卫事务中心维修工陈
军说，愿把一生献给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
斗终生。

受党的恩惠和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永远不忘党的恩情，化为工作动
力，带领群众凝聚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新农村的美好生
活。感党恩，就永远跟党走。”东方八所镇福
耀村支书林发红说，从部队退伍后返乡创业，
发展种植产业、开修配厂等，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在今年村“两委”换届中，被推选为新一届
福耀村支书，上任后大力发展产业，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政策，推进福耀商业大
楼项目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本版撰文/玟珺 方宇杰 刘观卫）

东方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在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
扛起东方担当、作出新贡献，东方的发展态势
和整体形象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坚持
以临港产业园为核心，建设港产城一体的海
南自贸港先行区；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原则，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充分利用东
方独特的区位优势，坚持陆运、航运、水运等
立体交通体系联动发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重要节点……均取得重大成就。

东方市委高水平谋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擘画东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宏伟新蓝图，奠定东方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
础。“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找
准东方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发展定位和
发展方向。”田丽霞说，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东方市委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实施意见》，确定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贸港先
行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重要节点的“两区一节点”东方市新的
战略定位，落实临港产业园发展、八所港发展
和东方货运机场建设“三大重点任务”，推动
东方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

东方市委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历
史发展机遇，推进东方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实现后发赶超。重大发展机遇千年难得，东
方市抢抓历史机遇，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蹄
疾步稳，加快临港产业园建设。省委、省政府
2020年赋予东方市的临港产业园、八所港和
东方货运机场“三大重点任务”，东方市委坚
决扛起历史使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11个重
点园区之一的临港产业园重大项目开工建
设，积极推进八所港参与全省港口资源整合，
加快推进东方货运机场前期工作。

东方市委全力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园，推
动油气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海洋装备制
造等产业加速集聚发展，逐步打造千亿级临
港产业园。东方临港产业园上项目、建新厂，

一派火热建设场景。2021年6月20日，在东
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二期工程
丙烯腈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着绑扎、焊接
钢筋，施工紧张有序。“自2020年7月开工以
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46%以上。”副总
经理刘喜峰说，总投资27.8亿元，2021年1
至5月完成投资1.9亿元。统筹利用东方临
港产业园现有的甲醇、液氨、丙烯等资源，生
产高附加值的丙烯腈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建
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30亿元，将推
动东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华盛高新技术产业
项目一期正在紧锣密鼓联调联试，计划今年
7月投产，预计年产值达70亿元。

东方市委结合“干部作风整顿建设年”和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激励全市干
部队伍实干担当的精气神，深入一线扫清发
展障碍。2020年以来，推动20万吨丙烯腈、
120万吨凝析油等28个总投资117.2亿元的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签约国际新能源赛车谷
等15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261.4亿元；海
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非光气法聚碳酸
酯二期，总投资130亿元，计划年内开工。临
港产业园已经形成132万吨大颗粒尿素、140
万吨甲醇、200万吨精细化工等油气化工产
业基地。

东方市委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
新，扎实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建
设。加快推进保税物流中心筹建，重点发展
冷链物流、保税仓储、增值加工等新业态。全
力推动八所港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东
盟的区域性国际港口和海上物流中心。全力
推进东方货运机场前期工作，成立机场建设
工作专班，《东方机场选址论证报告（征求意
见稿）》已上报，为在“十四五”中后期顺利开
工创造有利条件。东方机场规划为客运支
线、货运国际枢纽机场，近期规划建设3400
米跑道一条（远期规划2条跑道），重点发展
3C产品、生鲜食品、化妆品等国际货运业务，
兼顾客运业务，培育国家快递物流及冷链物
流功能，打造辐射国内、连接国际的航空物流
集散枢纽。推动八所港参与全省“四方五港”
的港口资源整合，成功开通“小铲滩—八所
港”集装箱港口转运。

勇当自贸港先锋 担当使命作表率

感恩文化有内涵 群众齐心跟党走

东方市历史悠久，汉武帝元
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九龙
县；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
设感恩县，以感恩怀德为名，故
称感恩福地。是年，把经县城流
入北部湾的雨龙江改为感恩河，
称百万亩的腹地平原为感恩平
原。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东方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
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迈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东
方这片感恩大地真正成了人民
群众的福地。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
脉。100年来，东方无数的仁人
志士，跟随共产党踏上寻求革命
真理、救国救民、实现民族振兴
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在中共西
南临委的领导下，马白山等人相
继成立一批党的支部，在昌感地
区建立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 8月，中共昌感县委成
立。解放战争时期，昌感县委积
极发展武装力量，1949年配合琼
崖纵队解放昌感大部。1950年
5月1日，在今东方市八所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
海作战部队发起解放海南的最后
一战，海南宣告解放。1952年4
月，设立东方县，因县治在黎族东
方峒（村）而得名。走过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任何时候东方人
民群众都紧跟党走，奉献智慧和力
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学好百年党史、凝聚奋进力
量。100年来，东方广大干部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攻坚
克难，成功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改革发展驶上了“快
车道”，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历史巨变。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东方市
委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奋楫新时代，扬帆新征程，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扛起东方新担
当、作出东方新贡献。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强调：
“要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坚决扛起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历史重任，
聚焦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贸港
东方先行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
节点的‘两区一节点’战略定位，
加快推进临港产业园发展、八所
港发展、东方货运机场建设等
‘三大重点任务’，加速建设国际
滨海公园城市，奋力打造海南西
南部中心城市。”

“三月三”节庆活动现场。王隆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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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老一辈共产党人浸润着以鲜血和生命写就的
历史荣光，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

1922年，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昌感地区成长
起来的进步青年刘开汉、符倬云、史丹等人怀着救国救
民的政治抱负，北上广州等地求学。“1922年，在广州求
学的刘开汉、符倬云、史丹等人，在广州共同发起成立

‘改造同志会’，创办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加速昌感
人民的觉醒。”东方市博物馆馆长秦巍说，1926年，刘开
汉、符倬云、史丹在昌化江沿岸开展革命活动，点燃琼西
红色的火种。海南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琼西革命启蒙
者—刘开汉，以村庄和学校为阵地，宣传革命，启迪民
众，凝聚力量。在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在敌人已经怀疑
他是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个人
安危，组织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最终被国民党杀害，牺
牲时仅33岁。

民国时期，昌感地区农村比较封闭落后，广大农民
没有学习的机会。1926年，只有感恩一小办学较为正
常，其他学校处于停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史丹创办
了昌江二小（今东方市第二小学）。秦巍介绍，昌江二小
为昌感地区培养大批革命志士和党的领导干部，是“琼
西南的革命摇篮”。1936年，马白山建立共产党昌江二
小支部。

1927年后，一些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转移到昌感地
区。在无法联系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1929年5月，在
感恩县新村坳（今东方市新龙镇新村）成立共产党感恩
临时特别支部，掀开共产党在昌感地区有组织地开展革
命斗争的历史。

“一直到1936年，在重建后的西南临委领导下，昌感
地区党支部广泛建立，昌感地区的革命事业从此走上快
速发展的道路。”东方市史志研究室主任科员符清文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30日，根据中共
琼崖特委的指示，中共西南临委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
共昌感县委。“中共昌感县委是当时琼西地区第一个县
级党委组织，在东方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
义。”秦巍说，在中共昌感县委的领导下，筹建抗大式学
校琼西中学，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2021年6月20日，走进东方市八所镇琼西中学，红
色校门、校道和教学楼映入眼帘。教学楼上“红色琼西
革命摇篮”大字异常醒目。学校创建于1938年9月18
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骨干力量，
见证一代又一代琼西人的艰苦奋斗。“中共昌感县委委
托史丹、马白山、林超宇等人筹办学校，克服了重重难
关。”琼西中学教师张馨予说，琼西中学的创立离不开革
命先烈的艰辛付出，教育学生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1939年 2月，琼西中学遭日军飞机轰炸，被迫停

办。250多名师生大部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参加共产
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琼西中学学习期间，革命
青年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长
科学文化知识，接受基本军事训练，为投入抗战打下坚
实基础。”琼西中学首批招收学生之一的林玉兰老人回
忆说。昌感县委团结、发动和带领昌感地区各阶层、各
族人民，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最终夺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

感恩大地迎曙光，1949年12月，琼崖纵队在东方大
田镇新宁坡村以东的东方公路玉东号地段，首次击溃
敌人一个师，史称“新宁坡大捷”。昌感地区的国民党
军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琼崖纵队接连向国民
党军队发起进攻，配合渡海大军胜利解放海南岛。

不忘初心听党话，牢记使命感党恩，矢志不渝跟党
走。“在战争时期，我的父亲是联络员，主要接待共产党
的地方部队，带他们去革命根据地，还负责地方部队的
后勤保障。”67岁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村民符光富回
忆，受父亲的影响，他1975年参军，退伍后先后担任新宁
坡村支书、大田镇工会副主席等职务，为革命老区的发
展贡献力量。

1950年至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前，在党中央的
领导下，东方地方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大阔
步加快经济建设，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人民群众
终于摆脱千百年来的苦难，当家做主，开始新生活。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东方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和经济建设，彻底改变东方的贫穷落后面貌，在农业、
工业、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成就
显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进入“快车道”，东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据东方市档案馆数据显示，原东方县1949年水稻产
量仅10872吨，到1988年是39371吨；东方工业生产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1988年工业企业达32家，工业总产
值3828万元；商业出现购销两旺景象，1988年东方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达16247万元；1988年东方建有19所中
学、建有32家医疗卫生机构。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至今，东方市委听从党中央的
指挥，根据省委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部署，加快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辉煌，一个新的东方出现在海南岛的西
南部：发展为全国最大的黄花梨种植基地、全省最大的
火龙果基地和绿萝种植基地；东方临港产业园区是全省
重要的工业基地；建成环岛高速、西环高铁、粤海铁路、
大田通用机场、八所港等，打造四通八达立体交通网络；
改变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不完善状况，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市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定，建成市、镇、村3级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相比，到
2020年，东方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2倍；地方公共财
政收入增长163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32倍。从2017
年到2020年，东方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4年位居
全省前列。

过上幸福生活后，东方市居民更加感恩党，更加
坚定跟党走听党话的信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今天的新东方，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东
方市民石洁感慨道，幸福生活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
的，感谢党和国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幸福生活才
更加长久。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近年来，东方
市累计投入20.8亿元发展医疗卫生事业。6月1日，东
方市人民政府引进全国优质医疗资源，与上海市东方医
院合作办医，组建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依托市医疗健
康集团，采取“一集团四医院两中心”的创新试点模式运
行，建立临床检验、医学影像等6大共享中心，促进医疗
技术水平全面提升，力争与上海市东方医院在首期合作
期满时，使东方市人民医院达到省三级综合医院标准，
成为海南西南部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东方医院院长
刘中民表示，举全院之力，为东方引进更多的优质医疗
资源，逐步向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发展，造福当地百姓。

“大病不出岛，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加。”

东方市民谢宝祖说，坚定信念跟党走，阔步迈向美好新
生活。

走进东方市区，一座现代化的滨海城市展现眼前，
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繁忙建设景象。2021年 6月 20
日，在东方市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歌舞剧
院内部装修施工，进入施工最后冲刺阶段。“已安装座
椅、灯光，开始调试音响，确保7月1日前竣工。”现场
施工人员刘云飞说，东方市文化广场主要建设项目为

“一院六馆三中心”：即歌舞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文
化馆、科技馆、规划馆、展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城市
运行指挥中心、新时代社会文明实践中心。建成后，
完善东方市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带动旅
游业发展。

东方市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华盛新材料、中海
油精细化工二期工程丙烯腈系列装置、万通农产品（商
品）批发交易市场、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凯润（东方）天
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总投资
数百亿元，正加快建设，竣工后，将成为东方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力。2020年，东方市农业总产值82.79亿
元；工业总产值171亿元；全市累计接待125.29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10.38亿元。东方市首次被评为“全国双拥
模范城”和海南省文明城市，获评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通过省
级卫生城市复审。

坚定不移跟党走 感恩大地迎曙光

经济社会大发展 社会主义新生活

东方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咏比赛（决赛）现场。赵茜 摄

繁忙的八所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袁才 摄）

⬆东方市工业园区夜景。

⬆东方市文化广场投入使用。

在东方市西海岸，风光旖旎，沙滩海浪蓝天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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