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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方市委、市政府聚焦补
齐社会领域短板弱项，大力推进民生社
会事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全市教育、医疗系统的党员干部厚植人
民至上的公仆情怀，改变作风，倾心倾
情服务群众，想干事，能打仗，全力办好
民生实事。

力促教育、医疗优质均衡发展，全
面启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程，全面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东方市深入实施“一市（县）两校
一园”工程，2所学校引进优质资源合
作办学，开工建设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和感恩学校，填补东方市高等教育和
专门教育的历史空白。创新公办园
分园办学模式，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 86.5%，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6.8% ，按 时 保 质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任
务。在全省率先实施学前特殊教育，
职业教育招生和就业率创新高。

加快推进“一县（市）一院”建设，
东方市与上海市东方医院合作办医，
成立医疗健康集团，着力打造海南西南
部区域医疗中心。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设置市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和
市医管中心，实现所有行政村卫生室
和乡村医生全覆盖。深入开展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达标年”活动，推广应用

“村医通”智能终端，实现乡村卫生室
医保报销电子服务全覆盖，基本实现

“家门口上好学”和“小病不进城、大病
不出岛”。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文世海在担任东河中学校长时，千
方百计防止学生辍学。东河镇苗村1户
学生家庭困难，父亲病重，3兄妹都辍
学。文世海3次前往苗村做通家长工作，
向家长详细介绍政府低保、助学贷款教
育扶贫等政策，代表学校承诺孩子在校
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由学校负责，倡导全
校老师主动募捐给予帮助，最后家长终
于同意3个孩子都回到学校读书。

东方市第二中学生源以周边乡镇
为主，农村学生占比60%，大多数学生
基础比较薄弱。2017年 11月，文世海
到市第二中学担任校长，与全校教师一
起，从学生德育教育抓起，提升学生文
明素养。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染发、
穿拖鞋、穿便服等学生进校要登记，督
促其改进。要求教师对基础差的学生
进行针对性的辅导，补齐教育过程中遇
到的短板，靠“开小灶”的方式提高农村
学生成绩。提供唱歌、跳舞、画画、篮
球、跑步等更多载体，让学生们自由发
挥，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把每一名学生的书画作品展示在
学校的文化长廊，让学生之间互相学
习、互相提高。今天的市第二中学已是
学生喜欢、家长放心、居民满意的学校。

陈晨楠今年 59 岁，从医 36 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医务工
作者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他在请战
书上签名、按手印，作为由5名医生、15
名护士组成的第三批医疗队队长带队
出征武汉，被安排支援武汉协和西院，
是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院区。在武汉
协和西院37天，第三批医疗队队员豁出
命去，先后从死神手里抢救重症患者49
人，得到武汉协和西院的称赞。

（撰文/玟珺 静淑 方宇杰）

东方优秀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不惧困难的担当精神

践初心不负人民 勇担当建中心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作风整顿建设
年，东方市选树一批不同层
次、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作
风建设个人典型，持续奏响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从正面激
励干部改进作风。近日，东方
市委在市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学先进转作风勇担当促发
展”先进事迹报告会，5名优秀
党员干部作报告，激发全市党
员干部学先进、转作风、勇担
当、促发展的热情，在党员干
部职工中弘扬勇于担当、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
凝聚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和
现代化海南西南部中心城市
的磅礴力量。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东
方市大田镇党委书记陈华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东方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符乃贤，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东方市人民医院内三科主
任陈晨楠，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东方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文世海，海南省优秀
共产党员、东方市天安乡长田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吉
桂玲等5人，用质朴平实的语
言、生动鲜活的事例、真实难
忘的经历，生动诠释共产党员
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人民至
上的公仆情怀和不惧困难的
担当精神。东方市委号召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深刻把握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对标
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上争一
流；在弘扬斗争精神、提高斗
争本领、转变工作作风上争一
流；在实施“两区一节点”发展
战略，实现“十四五”美好愿
景，促进东方高质量发展上争
一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海南
西南部中心城市再创佳绩、再
立新功。

“5名模范典型的报告没
有华丽语言，只是用实实在在
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在平凡
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讲到
对家人的亏欠时，他们情不自
禁的眼泪露出藏在心底的遗
憾和脆弱，让人动容。”出席
“学先进转作风勇担当促发
展”先进事迹报告会后，东方
市委书记田丽霞感慨地说，近
年来，先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
年、干部作风建设深化年、干
部作风建设巩固提升年活动，
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全市
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
转。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
市上下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历史机遇，围绕“两区一节
点”发展战略和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三大重点任务”，
扎实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活
动，奋力拼搏，攻坚克难，形成
拼搏实干的良好氛围，展现前
所未有的昂扬斗志和饱满精
神状态，实现多项重点工作逆
势突围，推动东方发展态势和
整体形象发生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事实证明东方的干部
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证明东方的干部队伍是能打
仗、能打硬仗、能打赢仗的，是
推动东方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东方市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
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东方市农
业农村发展得好的地方，都有一个好
的基层党组织。以村“两委”换届为契
机，东方市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成
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实现书记、
主任100%“一肩挑”，年龄、学历、班子
结构“一降一升一优化”，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占比为42.4%、比上届提高30
个百分点。定期排查、滚动整顿软弱
涣散党组织，完成41个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整顿转化。开展“基层党建示
范点巩固年”活动，分级分类打造各领
域基层党建示范点53个。真正把农
村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带领农民群众
共同致富的主心骨和坚强战斗堡垒。

陈华强带领党委和镇政府一班
人，牢记初心使命，加强基层党建，建
设坚强战斗堡垒，干成大事、打赢大
仗，为东方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
出贡献。

贫困人口数量全市第一，有1.3万
多人；贫困村数量全市第一，有9个。

大田镇一度是东方市的落后镇，400
多间危房没有改造，8个村庄的安全饮
水没有保障，村庄中人畜混居，生活环
境脏乱差。2018年，大田镇在脱贫攻
坚考核中位列全市倒数第一，被市委
挂“黄牌”。问题关键在于基层党建薄
弱，作风建设差，干部士气低迷。

2019年3月，陈华强担任大田镇
党委书记后，走村入户，与镇村干部群
众广泛谈心交流，坚持把党建作为“第
一工程”来抓，通过抓好党建来统筹推
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首先对干部队
伍及作风建设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建
立奖优罚劣的干部考核机制和鲜明的
用人导向，调整一批年富力强、想干事
能干事的干部担任驻村中队长，先后推
荐8名年轻干部担任副科级负责人或
四级主任科员，让2名工作表现较差的
公务员回炉锻造。建立白天下村、晚上
议事的工作机制，“白加黑”“五加二”都
是常态，有紧急任务时经常通宵达旦地
加班干活。全镇干部队伍精气神焕然
一新，想干、能干、会干、敢干成为大田
镇全体干部的标识。

抱板村、罗旺村等5个村党支部
软弱涣散，大田镇党委大力整顿。罗
旺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时任村委会主
任长期不管事，其家人涉及黑恶势力，
导致村“两委”班子办不了事，群众和
企业怨声载道，有的村民仗着家族势
力大，抢占其他村民土地，甚至组织人
员阻挠企业正常施工。大田镇党委把
罗旺村的情况上报市扫黑办，暂停时
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对罗旺村“两
委”干部大调整。市公安部门2020年
打掉罗旺村10余人的黑恶势力团伙，
罗旺村在新任村“两委”班子带领下，
由一个脏乱差村变成美丽乡村，实现
由乱到治、由治到美的华丽转变。

大田镇党委大力改变村级组织干
部老龄化、文化水平低的现状，创新村
干部聘用制度，在各村聘用本地大学
生村干部30余人，为脱贫攻坚注入新
活力。今年又以村级换届为契机，让
一批年轻、能力强的党员担任村支书、
村主任，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比上
届降低7岁，村支书大专及以上学历
占比88%，有11个返乡大学生当选村

支书。
在坚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

动下，大田镇的农村发展走上正轨。
近2年来，全镇完成400多间农村危房
改造，建设几十公里的供水管道，8个
村庄1万多人喝上干净自来水，铺设
户户通道路30多公里，建成24个美丽
村庄。2020年，大田镇被评为省卫生
乡镇、省民族团结示范区；马龙村、玉
道村分别被评为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创新“党建+劳务输出”模式，建立
务工服务平台，大田镇党委成立24支
劳务输出工作队，与65家企业签订用
工协议。积极组织贫困群众到企业务
工，全镇累计外出务工9.62万人次，务
工收入达1344万元，其中贫困人员
4.52万人次，增收632.8万元。建档立
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
4142元，提高到2020年的12627元，
增幅达到205%，3002户 13732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大田镇党委被
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牢记初心使命 干成事打赢仗

勇于担当使命 能干事打硬仗

东方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前
提和底线目标，以“背水一战”的决心，
尽锐出战、精准施策，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全市建档立卡11918 户
52391人全部脱贫，36个贫困村顺利
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从8.9%降至0，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2016
年的3839元，提高到2020年底的1.2
万元，年均增长33%。高质量通过脱
贫攻坚普查、国家抽查等多重“大考”，
在全省大比武中排名小组前列，通过
脱贫攻坚国家考核的“毕业考”，为全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东方贡献。

乡村振兴是东方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性工程，东方市统筹谋划推进，做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
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大力推进乡村产
业发展，突出热带高效特色，立足镇、
村资源禀赋，积极谋划产业发展项目，
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生产，引导农民不
断完善调整农产品结构。把富农作为
发展产业的最终目标，让农民有活干、

有钱赚，拓宽农民工资性、财产性等增
收渠道，让农民从土地中、从产业发展
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符乃贤先后担任感城镇党委书
记、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现任市
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先后与
感城镇党委、市扶贫办党组、市农业农
村局党委等班子成员一起，勇于担当
使命，弘扬不惧困难的担当精神，加强
作风建设，能干大事，敢打硬仗，在打
赢脱贫攻坚仗中作出贡献。

2016年，感城是东方经济社会发
展比较好的乡镇，但缺乏支柱产业带
动，甜玉米、哈密瓜等特色产业不成规
模，农户增收缓慢。符乃贤担任感城
镇党委书记后，改变发展产业一家一
户单打独斗模式，以一定经营规模的
农民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引领，开发特色产业，形成规模，打
造品牌。感城镇党委发动农户筹集资
金入股龙头企业，积极申请小额信用
贷款，抱团发展。近2年来，感城镇先
后发展7万亩甜玉米、2万亩哈密瓜、1
万亩毛豆、300亩兰花、2000亩海水养
殖基地。感恩平原特色高效农业产业

高速发展，辐射带动扶贫项目建设，实
现每一户贫困户至少有一个稳定增收
产业，建档立卡贫困户902户4225人
全部脱贫。

在东方市扶贫工作面临重重挑战
之时，2019年3月，符乃贤担任市扶贫
办党组书记、主任。他与党组一班人
深入11个乡镇（华侨经济区）、130多
个村找问题想对策。互相推诿，踢皮
球，普遍认为脱贫攻坚是扶贫部门的
事，这是脱贫攻坚工作最大的“绊脚
石”。市扶贫办组织修改完善扶贫开
发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
责，压实工作责任，凝聚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全市脱贫攻坚成就显著，2019年，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户11918户52391人
全部脱贫，3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2019年度全省市县大比武考核中，东
方市荣获小组第1名，彻底扭转2018
年度脱贫攻坚大比武倒数第1的被动
局面。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及
事后质量抽查考核验收，东方零差错
率，通过脱贫攻坚国家考核。

在脱贫攻坚仗的最前线，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吉桂玲巾帼不让须眉，
一心装着群众。村道路面太差，晴天
满身土，雨天两脚泥，是长田村出行的
真实写照。她和村干部一次次地跑乡
政府、对口单位、帮扶单位，争取资金
支持，修好村道水泥路面，安装85盏
路灯，修建篮球场，村里环境越变越
美。长田村水利灌溉设施缺乏，因缺
水导致很多土地无法耕种，大面积撂
荒。吉桂玲和村干部联系市移民办，
争取资金支持，修建全村水渠，现在全
村土地都有水灌溉，村民增加收入。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才是实现脱
贫的根本之策。吉桂玲和村“两委”干
部盘活村集体土地400多亩，发展百
香果和热带花卉产业，每年仅地租收
入就增加12万元，村集体经济年稳定
收入达10万元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家分红，户户增收。介绍村里的年
轻村民出门打零工，1天有一两百元的
收入。现在全村有400人外出务工，
2020年，村里贫困户经营性收入近百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126户614人
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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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情怀 想干事能打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符乃贤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晨楠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华强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桂玲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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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东方作风整顿建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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