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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守好红色初心，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厚植红色底蕴 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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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
县地处黎母山之北，
位于南渡江之源，是
海南黎族、苗族群众
聚居的革命老区，在
“十三五”期间是国
家重点扶贫县，也是
我省唯一的深度贫
困县。

近年来，白沙赓
续红色基因，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抢抓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重大机遇，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白沙路径，
带领黎族苗族群众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推动白沙实现了从
贫穷落后到全面小
康的历史性跨越；同
时，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持续为广大百姓
幸福加码。

永葆为民本色 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白沙
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做实“规定动
作”、做好“结合文章”、做出“鲜活特
色”，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发展开新局
的实际行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守正
创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白沙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有关负责人介绍，白沙聚焦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突出“带头学”，通过集
中研讨学、从严抓自学、听取专题辅导
报告等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县
各级各层面迅速升温、全面铺开、高效
推进；另一方面，白沙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政法队伍整顿、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
相结合，与庆祝建党100周年相结合，

与落实“十四五”规划相结合，创新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以党
史学习教育促进各项工作高效推进。

在督促党员干部“跟进学”方面，
全县近50家单位部门组织干部职工
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白沙县委宣
传部联合该县融媒体中心，在白沙文
化广场组织开展免费看红色电影活
动，拓宽党史学习教育载体等。在聚
焦青少年学生“深入学”方面，白沙通
过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童心向党”教
育实践活动等，引导青少年“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在丰富载体号召广
大群众“参与学”方面，白沙通过录制
一批党史学习教育广播节目，引导广
大网民群众参与学、共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史学习教育
过程中，白沙结合“大学习、大调研、大
抓落实”和作风建设年等活动，扎实高
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改变作
风、推动工作。截至目前，全县76家
单位共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事
项897项，完成596项，一批群众关切
的民生问题得到了解决。

下一步，白沙将继续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一件事”
集成改革为抓手，更好地将党史学习
教育中激发出的信念、信心、热情激情
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白沙见实
效、结硕果。

以绿色生态引领 推进高质量发展

守好红色初心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十三五”期间，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白沙坚持尽锐出战，发挥选派干
部“尖兵”作用；截至2020年底，累计选
派606人次驻村干部到乡村扶贫一线，
构筑起牢靠的脱贫攻坚“作战体系”。

“把熟悉党群工作的党员干部派
到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的村庄，把熟悉
农村经济工作的党员干部派到产业基
础和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把熟悉社
会工作的党员干部派到矛盾纠纷突出

的村庄。”白沙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白沙持续优化整合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实现乡
村振兴工作队与脱贫攻坚战斗中队、
驻村工作队三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力
量整合，全面加强农村党建工作。

在筑牢脱贫攻坚战斗“堡垒”方
面，白沙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自2016年以来，共排查整顿52个
软弱涣散村（社区），其中23个为贫困

村软弱涣散党组织。从2019年开始，
白沙采取“四个一”（每个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分别由1名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联
村，1名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1名第
一书记驻村，1个县级机关单位结对）
措施进行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
党组织，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在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方面，
白沙从2019年起每年扶持15个村各
50万元，鼓励各村因地制宜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培育稳定的村级集体经济
增长点，增强村级组织自身“造血”功
能和服务群众能力。

2020年2月，省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正式宣布白沙等市县退出贫困
县序列。这也意味着，白沙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0825户44232人全部
脱贫，44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
生率从2014年的35.2%降至0%，实
现高质量脱贫摘帽的任务。

“十三五”以来，白沙抢抓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重大机遇，探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白沙路径，推动白
沙实现了历史性发展跨越。

据介绍，白沙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做好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两篇文
章，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9.9%；为做好橡胶主导产业，白
沙创新以“统管”增产量，以“统销”提
价格，以“统保”防风险的橡胶产业管
理模式，促进全县2.4万胶农年户均增
收超3000元。为大力发展生态特色
高效农业，白沙推动形成绿茶、南药

“两个万亩”和山兰稻、咖啡、红心橙等
“六个千亩”产业体系；成功挂牌“国家
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白沙·综

合”，吸引中国拳击协会等5家国家级
体育运动协会到白沙设立7个训练基
地，“体育+”产业已经成为白沙一张靓
丽名片。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十三五”
以来，白沙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
于民生。在大力推进“两校一园”建
设方面，白沙新改及扩建40所学校，
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评估认定，适龄儿童毛入园率、义
务教育阶段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均超省定目标。此外，白沙还实施

“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共计9347
户，其中一般户共建共享2122户；白
沙人民医院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苏州九龙医院托管帮扶，医疗资源进

一步优化，并完成乡镇基层卫生院标
准化建设，持续完善村居卫生室建
设，加强村医培训，山区群众就医看
病更加方便、更有保障。随着主城区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儋白高速建成通
车，白沙百姓出行更加顺畅，广大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也更
加坚定。

“十四五”期间，白沙将抢抓机遇，
推动形成农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发
展格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努
力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
务等工作推上新台阶，让白沙群众享受
到更多民生福祉。

（本版撰文/玉荟 吴峰）

白沙“体育+”产业
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和海南家国文化体育有限公司三方签订办学框架协
议，共同建设中国拳击学院、国际力量与健身学院。

据了解，这两所学院将设拳击、力量与健身等两个
专业，均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二级学院；届时，将建立

“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体贯通的人
才培养机制，开展高等学历、学位教育和高端培训。其
中，中国拳击学院拟选址白沙金沙东路南边，占地约50
亩，主要建筑为教学办公楼、餐厅和学生宿舍。计划用2

年左右建成并投入使用，白沙校区主要承担大学二
年级、三年级的教学与训练。

白沙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占地达200多亩的白沙

文体中心自2018年10月建成
投用以来，凭借着独一无

二的生态环境优势，
持续完善各项比
赛配套设施，顺

势引进了全国橄榄
球冠军赛、全国女子拳击

锦标赛等精品赛事，有力提升
了白沙打造文体山城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也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2020年，国家体

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白沙·综合基地获国家体育
总局授牌，截至目前，已吸引中国拳击协会、中国登山协
会等5家国家级体育运动协会到白沙设立7个训练基
地，“体育+”产业也在不断激发白沙快速发展的活力。

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国家体育训练南方
基地—海南白沙·综合基地将建成科研康复中

心、体能训练中心、拳击学院、比赛馆、综
合训练馆、水上训练中心、商贸城等配

套设施。

近年来，白沙坚持贯彻以“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绿色
生态引领，推进高质量发展，让绿色资
源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在城乡建设方面，白沙发力打造美
丽县城，开展“巩卫创文”活动，先后完
成一河两岸、文体中心、县城立面改造
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城市品位、功能
和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美
誉度明显增强，先后获评“国家卫生县
城”“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最美
县城”“2021中国春季休闲百佳县市榜
单TOP5”等荣誉称号。此外，白沙“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成效喜人，共计

建设143个美丽乡村，其中，邦溪镇芭
蕉村等3个乡村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元门乡罗帅村、阜龙乡白准村
等9个旅游点获评“椰级乡村旅游点”，
高石老村获评“海南五星级美丽乡
村”。经统计，截至2021年初，白沙已
实现城乡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
行政村污水处理覆盖率达66.2%，同时
稳步推进城乡保洁一体化、水务管理一
体化，城乡面貌实现了质的飞越。

在全面优化生态环境方面，“十三五”
期间，白沙将县域57.89%的土地划入生
态红线，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划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同时，白沙深入推进

“生态环境六大
专 项 整
治”，全面
落实河（湖）
长制、林长
制，实行“全域禁
烧、全城禁放”，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年均99%以上，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省前
列。此外，白沙还主动助力做好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总结推广银坡村、新高
峰村生态移民搬迁经验，探索实施“两
山”转换路径，将生态直补实施范围扩
大至268个村庄，惠及群众达5.6万人。

擘画发展蓝图 红利惠及民生

1987 年，白沙建
县时 GDP 为 1.6 亿 元 ，
2020年提高至56.85亿元

56.85亿元

在“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白沙·综
合”，中国拳击协会等5家国家级体育运动协会到白沙设
立7个训练基地

7个训练基地

数说发展

白沙先后编撰了《中国共产党白沙历史》《白沙革命
遗址辑览》等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史料，修缮建
设51座烈士纪念设施和革命遗迹

51座

“十三五”期间，白沙将
财政支出的 70%以上

用于民生，全面增
进民生福祉

70%以上

①全国田径精英赛在白沙开赛。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②白沙文体中心游泳场人气十足。
阮琛 摄

③白沙文体中心全民健身体育中心。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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