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办“爱心乡医义诊”活动 120余场次

累计开展专题学习200多场次

开展现场体验活动30多场次

开展讲党课60多场次

开展“党旗接力 红色故事”演讲活动8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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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尹婉
妮）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与中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今后双方将在蚕桑产业、高
端农业、文化旅游、医疗康养、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根据协议，中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将依靠保利中丝、保利集团等各方力
量，结合琼中发展规划引进蚕桑产业和

文化旅游、医疗康养、基础设施建设等
资源，在琼中建立国家级桑蚕生产基地
和高科技高效现代农业、现代林业基
地，打造“中国蚕桑丝绸文创小镇”，同
时设立蚕桑科技发展引导基金和项目
专项基金，帮助规划设计开发建设黎母
山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园，为琼中当地基
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和文体场馆建设
提供服务。

7月29日10时，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月
三广场演艺中心一楼的琼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7岁的王笛趴在画纸前，不一会儿一个线条流畅、色
彩通透的山坡便在她的笔下呈现出来。

从刚开始歪歪扭扭地涂鸦，到如今掌握了一定
的绘画技巧，最近这段时间王笛在绘画方面进步很
快，这得益于琼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的
暑期公益课堂。

为解决孩子们暑期无人看管的问题，今年7月，
琼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书法、
美术免费培训活动，邀请该县2名文艺教学志愿者
授课，吸引了包括王笛在内的70名孩子报名参加。

课堂上，志愿者老师从正确的坐姿、如何执笔、如
何运笔等方面，引导孩子们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掌握
一些基本的绘画技法，受到不少家长的好评。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阵地就提供什么。”琼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王大君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接下来该中心还将增设讲解、文明礼仪、素描、硬笔
书法等教学课程，公益课堂也将由暑期短期开班变为
周末定期开班。

值得一提的是，家长送孩子参加公益课堂并非
完全没有条件。“我们要求学生家长通过‘志愿汇’移
动客户端完成志愿者注册，并加入琼中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大手拉小手志愿者服务支队’。”在琼中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林璐飒看来，志愿者是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先锋队伍，不断充实志愿服务力
量，可以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

目前，琼中正统筹整合各方面力量，吸引党员干
部、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候鸟”人才等参与志
愿服务，已组建12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通过组织
志愿者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
军营、进网站，让文明新风在基层吹拂。

7月30日10时，琼中长征镇新寨村，来自琼中
关工委的一群“五老”志愿者便围绕“家风家训是什
么、名人的家风家训、如何建设好家风家训”等内容，
为当地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家风家训家教课。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教和家风，只有
把家庭管理好，培育良好的家风，才能让社会更加和
谐美好。”聆听完不少古今中外名人的家风故事后，
新寨村村民王海清表示，今后他将努力把好家教好
家风融入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

琼中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服务还不止于此。
今年以来，琼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制定24

个活动主题，累计开展专题学习200多场次、开展现
场体验活动30多场次、开展讲党课60多场次、开展

“党旗接力 红色故事”演讲活动8场次，举办群众性
宣传活动100多场；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26
期，开展就业培训41次，惠及6000余人；实地指导
科学种植养殖3400人次；举办“爱心乡医义诊”活动
120余场次。通过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教育、
科技法律、科普教育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文明实践
上连“天线”下接“地气”。 （本报营根7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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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我女儿已经领到初中毕业证了，
多亏有你们！”前不久，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黎母山镇政务服务中心“未办成
事”协调服务窗口（以下简称“未办成
事”窗口）工作人员王宏粮接到了一个
特殊的报喜电话，他与电话那头的盘明
忠只有一面之缘。

盘明忠是黎母山镇新林村的脱贫
户，几个月前其在海口某艺校上学的女
儿小涵因厌学选择辍学打工。“小孩子

不读书怎么行？可我根本劝不动她。”
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听说村民们办事都
去镇上的政务服务中心，当即决定去试
一试。

6月3日，盘明忠刚踏进位于镇政府
一楼的政务服务中心，便一眼注意到一
个名为“未办成事”的窗口。“我女儿不
肯读书，你们能帮忙劝一劝吗？”“您别
着急，我先帮您联系帮扶责任人。”听盘
明忠介绍完情况，王宏粮马上电话联系
了其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

次日，盘明忠的帮扶责任人联系上

了小涵，经过耐心细致地劝说和疏导，
将其成功劝返。考虑到小涵的个人情
况，黎母山镇政务服务中心“未办成事”
窗口及盘明忠的帮扶责任人还与教育
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最终让她转学回到
了黎母山镇某中学就读。

在这一过程中，黎母山镇政务服务
中心“未办成事”窗口工作人员全程跟
踪服务、帮办代办，盘明忠只跑一个部
门、一个窗口，在家门口就把烦心事给
解决了，这让他感到暖心。

“因文化程度不高、对部门工作职

责不了解，很多农村群众办事‘找不对
门’，更不知道要提供哪些材料，跑冤枉
路的情况时有发生。”黎母山镇政务服
务中心主任卓宏森介绍，今年4月得知
琼中政务服务大厅开设“未办成事”窗
口后，该镇当即决定引进这一模式，并
探索出为办事群众出具受理回执单等
创新做法。

目前，琼中正组织其他乡镇学习黎
母山镇政务服务中心“未办成事”窗口的
经验做法，以期让基层群众“办事不出乡
镇”。 （本报营根7月30日电）

琼中着力解决基层群众办事难题

“未办成事”窗口服务延伸至乡镇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王丽
娟）日前，上海交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通过
项目、技术、人才、基地等形式开展校地
合作，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
共建琼中现代都市农业研究院（名称暂
定），助力琼中创建“国家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县”。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党委

书记周培表示，上海交通大学将发挥人
才资源和技术优势，依托琼中的区位优
势和农业资源，强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优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为促进琼中农
业发展、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我们没有配备专职党务工作人
员，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抓业务上。”

“轻党建，怎么可能搞得好业务？”
日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投公

司会议室里，该公司总经理李剑光面对由
琼中县委书记徐斌带队的“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专题调研组一行“自亮家丑”，
后者毫不客气指出其问题严重性，让当天
的调研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城市党建、国企党建、学校党建一
直是琼中基层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
当天，专题调研组以问题为导向，先后

走访了琼中城投公司、华中师大琼中附
属中学、营根镇营北社区等单位，“揪”
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不顺、党的组织生
活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其中“重业
务轻党建”是各单位进行自我批评时出
现的高频词。

带着问题返程，调研组马不停蹄召
开专题研究会。围着一张长桌，相关职
能部门与单位负责人直奔主题，就如何
破解基层党建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畅所欲言。

“琼中中学与华中师大合作办学，
部分校领导不愿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到
琼中，导致党支部组织生活不严不实。”

琼中教育局机关党委负责人率先抛出
难题，其他参会人员纷纷支招，提出可
由主管部门的党组织选派党的工作指
导员或联络员到学校开展工作。

“除了城投公司，琼中其他国企也存
在党建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负责琼中国
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琼中财政局机关党委
负责人也打开了“话匣子”，坐在旁边的
琼中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诗虹顺势接
茬：“建议你们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国有
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规章
制度的学习，同时我们组织部也会有针
对性地对各家国有企业进行跟踪指导。”

“要学习培训，还要组织考试，确保

党建工作不流于形式。”徐斌补充说，目
前随着琼中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落地投
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在开展好生产经营
之余，党建工作也要“走在前”，“不仅是
国企，私企的党建工作也要加强。企业
只要在琼中注册落户，我们都可以第一
时间上门了解其推进党建工作的情况，
并进行监督和指导。”

不讲成绩只谈问题，不讲套话直接
切入主题，当天的专题研究会开成了一
场“头脑风暴”。散会后，不少与会者仍
聚在一起讨论，以期把问题谈深谈透，
把措施定实定细。

（本报营根7月30日电）

琼中围绕基层党建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专题调研

“揪”问题不留情面 定措施求实求细

本报营根7月30日电（记者李梦
瑶）人球分过、合围阻击、大脚抽射
……7月30日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琼中女足与
清华大学女足共同上演了一场紧张激
烈又别开生面的“约在琼中”足球邀请
赛。经过90多分钟的较量，最终主场
作战的琼中女足获胜。

19时35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开始。身穿白色球服的清华大学
女足率先触球，但球权很快被身穿红

色球服的琼中女足抢去。不到一分
钟，司职前锋的琼中女足10号球员王
婧怡便攻入一粒进球，引发场边观众
一阵欢呼。

赢得“开门红”的琼中女足气势如
虹，控制住场上节奏后前压，利用整体
配合频频给对方球门带来威胁，以较
大优势结束上半场比赛。尽管暂时落
后，清华大学女足面对实力强大的对
手并没有泄气，进入下半场后多次创
造射门得分机会。就连场边的观众也

被这群姑娘的拼劲感染了，纷纷为她
们加油助威。在踢入一粒乌龙球后，
清华大学女足最终凭借4号球员汤雪
逸的进球扳回一城。

终场哨响，琼中女足获胜。值
得一提的是，琼中女足11号球员王
敏慧在比赛中独中三元，上演了帽
子戏法。

“比赛太精彩了，看到琼中女足
大胜，真为姑娘们感到骄傲。”比赛结
束后，家住琼中县城营根镇的观众朱

茂才迟迟不愿退场，直呼“根本看不
过瘾”。

朱茂才不知道的是，今后这样的
球赛在琼中还会有很多。“我们广发请
帖，无论是职业队、业余队，男队还是
女队，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来找琼中女
足挑战。”琼中女足管理中心有关负责
人表示，该中心计划今后每周在琼中
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举办一场“约在
琼中”足球邀请赛，市民群众可以通过
预约进场观赛。

琼中举办“约在琼中”足球邀请赛
琼中女足战胜清华大学女足

本报营根7月 30日电（记者李梦
瑶）学游泳、学画画、练钢琴……近一个
月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通过
开展游泳培训、开设文体兴趣班等方
式，推出一系列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让
当地的青少年学生度过一个充实又快
乐的暑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解决学生
暑期“看护难”问题，琼中依托青少年活
动中心（青少年社区教育学校）、青少年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基地等平台，根据青
少年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开展
了舞蹈、书法、美术、钢琴、乒乓球、跆拳
道等一系列暑期兴趣班公益活动。截至
目前，已有700余人受惠。

“除了开设兴趣班，我们还开展游
泳培训，预计将在暑假期间让6000名
中小学学生学会游泳。”琼中教育局基
础教育股负责人吴挺进介绍，与此同
时，该县积极动员暑期回乡大学生参与
志愿支教活动，让农村留守儿童在大学
生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知识、玩游戏，丰
富暑期生活。

目前，琼中第一小学和滨海九小琼
中附属实验小学正计划开展暑期托管服
务试点工作。下一步，琼中教育局还将
联合共青团琼中县委、琼中妇联等单位
和平台，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
地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推进中小学学生
托管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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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女足队员带球进攻。洪坚鹏 摄

⬇ 琼中女足队员射门。洪坚鹏 摄

破题学生暑期“看护难”

琼中举办系列公益活动
促进乡村振兴

琼中将与上海交大
共建现代都市农业研究院

深耕桑蚕产业

琼中将打造
国家级桑蚕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