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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 打造“三亚模式”
——三亚市党建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场推进会发言摘登

海棠区深入探索“湾区大党委”
体制机制，坚持“关系不隶属，党建
来统领”的工作思路，联动湾区优质
资源，释放湾区高效旅游经济效应，
发挥集成资源力量，以红色引擎助推
湾区自贸新发展，促进湾区大融合大
开放。一是“融合”立题，启动海棠
自贸港党建“新路径”。着力探索

“融合型”党建引领区域发展治理新
路径，通过党组织联动各领域互动，
推动党建工作融入行业引导、企业经
营、发展创新、组织管理，全面加强
湾区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努力实
现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二
是“融合”破题，组织联动找准行动

“契合点”。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

点，打造自贸港“融合型”党建，做实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三是“融合”解
题，强化党的领导驱动“三架马
车”。深化“党建+营商环境建设”，
以“组织链”带动“产业链”“行业
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把党建贯穿于工作的各领
域各环节。

红色引擎促融合 区域共建谋发展
三亚海棠区委书记、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委书记 鲁正兰

吉阳区注重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不
断探索城市党建新模式，各大社区已初
步形成“共驻共建、互联互动、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
局。下一步，该区一是推进党群综合服
务体系建设。把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
深度融合，试行“直通联办”改革，构建

资源集约、运行高效、服务便捷的“大社
区”综合服务模式。二是构建区域化社
会治理新格局。打造吉阳区“1+8+
38+N”四级党群服务阵地体系，进一步
整合资源把辖区内更多单位及企业纳
入大社区“共联共建”大家庭，全力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大社区为民
服务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三是

打造富有吉阳特色的党建品牌。统筹
大社区干部资源，充分调动大社区领导
干部工作积极性；坚持以点促片、以片
带面，进一步将党建工作融入大社区，
指导大社区形成引领示范作用；要切实
提升大社区党群服务内涵，努力完善服
务功能，努力打造独具吉阳特色、吉阳
亮点的大社区新格局。

打通“最后一公里”共联共建大社区
三亚吉阳区委书记 陈明

天涯区按照“筑巢引凤、引智融合、
躬行实践”的思路，以党建引领“候鸟”人
才集聚天涯，将基层党建与“候鸟”人才
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形成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一股强大合力。下一步，
该区一是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候
鸟”党建工作实效。引导“候鸟”党员在
自贸港建设中当先锋、做表率，将更多

“候鸟”群体团结在党的周围，吸引更多
“候鸟型”人才发挥专长特长，服务中心
大局。二是完善“候鸟”智库建设，实现
人才供需有效对接。建立“候鸟”人才发
现管理机制，通过开展“候鸟恋红巢”系
列活动，进一步完善天涯区“候鸟智库”；
建立“候鸟”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不定期
通过“候鸟”党委、“候鸟”人才工作站等

官方平台发布“候鸟”人才需求信息，鼓
励“候鸟”人才积极参与城市建设中来；
建立“候鸟”人才激励保证机制，探索建
立“候鸟”人才发展专项基金。三是压实
压牢主体责任，突出高位推动科学谋
划。调动党员干部助力“候鸟”人才工作
发展积极性，最终取得“候鸟”党建工作
质量和人才工作质量双提升。

党建引领促融合 筑巢引凤展蓝图
三亚天涯区委书记 黄兴武

崖州区全面推行党建网格化管理，
激活农村党建“神经末梢”，形成自贸港
建设新形势下党组织覆盖、资源整合、
协同联动的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一
是坚持抓班子、强队伍，提升农村基层
党组织组织力。全面推行村（社区）干
部职业化管理，坚持从严管理、管好用
好驻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通

过特聘专家、技术顾问等方式，制定相
应培养计划和措施强化人才储备基础，
带动村级干部人才能力水平素质提
升。二是坚持建“堡垒”、树旗帜，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持续开展农
村党组织规范化示范点创建，依托崖州
地方红色教育资源，打造梅西村等红色
美丽村庄党建示范点，全面推行农村基

层政协协商，分批次推进农村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和升级改造，打造农村党建新
阵地。三是坚持聚合力、强发展，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感召力。开展区直机
关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结对共建”，探
索强村带弱村、村企联手帮扶等多种形
式，指导实现多元化经营，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

筑牢堡垒树旗帜 提升乡村战斗力
三亚崖州区委书记 马育红

育才区扎实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促乡村振兴，取得了实效。下一
步，该区一是坚持系统观念，整体谋划
推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正确的政
治方向。整体谋划推进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二是找准薄弱环节，集中力量突

破，为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在机关和每个村各组建一支“党
员先锋队”，建立一支编外人员储备
库，包括专家团队、临聘教师、“候鸟”
专家、社会精英、企业管理等人才储备
库；依托村集体企业公司，培养一批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发挥村民群众的内

生动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
是建强战斗堡垒，落实工作责任，为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创
建马亮村“酸豆树下党课”、青法村“稻
田原野议事台”、雅林村“古榕树下红
色广场”等党建创新“三部曲”，打造接
地气、有特色的农村党建品牌。

以坚强组织保证 促乡村全面振兴
三亚育才生态区工委书记 李若平

抓好机关党建工作，以机关带系
统、带基层，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切实
抓好思想理论武装，强化“政治引

领”。组织开展模范机关创建和
市直机关党的科学理论大学习、

大培训，努力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提升党建工作和

服务自贸港建设的思路举措、行动自
觉和工作成效。二是配齐配强党务
干部队伍，做好“队伍保障”，切实把
综合素质高、群众基础好、熟悉党务
工作业务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党务干
部队伍中来。三是强化日常党建服
务指导，推动“减负增效”。统筹推
进市直机关党建“标准+质量+示范”

建设，编撰出台了市直机关党建工作
规范，组建市直机关党建服务指导员
队伍，下沉力量常态化开展党建服务
指导工作，组建党务干部兼职教员队
伍，主动“送学上门”。四是整合市
直机关党建资源，搭建“创新平
台”。五是严格党建责任督查考核，
严肃“监督考评”。

强化“政治引领”做好“队伍保障”
三亚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侯振华

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
育，以党建引领三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下一步，该局一是聚力思想政治建
设，引领“党建铸魂”。把基层党建工作
贯穿教书育才全过程，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完善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和党总支（党支部）学习制

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
二是聚力党建引领保障，建设与自贸港
相适应的三亚教育。实施“双培养”工
程，打造“雁领天涯”特色品牌，打造高素
质教师队伍；推动美国卫斯理安学院附
属海南国际高中、英国威雅公学三亚学
校、三亚维多利亚公学、北大附中三亚

学校等合作办学项目尽快落地，启动市
直属学校“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出台
临聘教师管理办法，推进课程改革，推进
集团化办学。三是聚力基层组织建设，
创建学校党建特色品牌。创建学校党建

“样板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将
“一区一名校”打造成为学校党建品牌。

围绕教育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教育
三亚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吴萍

三亚公立医院“白衣”党建已初
具雏形，形成以“抗疫党建”“医心向
党”为代表的多个系列党建品牌，目
前正在推进自贸港三亚公立医院高
质量“白衣书记”培养计划、自贸港
三亚公立医院“党建医联”创新计
划、自贸港三亚公立医院“文化强
院”提升计划三项计划。三亚将实施

公立医院党委书记“自贸港公立医院
党建引领创新”“自贸港背景下的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等专题培训
计划，形成“比党建能力，学党建业
务，赶党建讲台，超党建水平”的火
热党建氛围。坚持医改和党建工作
同步推进，按照探索建立三类“党建
医联”模式。坚持“文化强院”凝心

聚力，强化患者需求导向，把患者是
否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作为衡量医
院工作的标准，建设特色鲜明的医院
文化，更好团结引领医务人员聚力奋
进，更加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从提升
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
会地位等方面入手，给予医务人员更
温暖的归属感。

凝心聚力开新局 白衣映照党旗红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 潘国华

三亚各级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以
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主线，健
全党建工作制度，切实提高基层公安
机关的整体战斗力。一是发挥各级党
组织书记表率作用。推动各级党组织
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
问题、推进落实上，实现由“实战型”向

“研究型+实战型”领导干部的转变，形
成“头雁效应”。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落实流动党员管理机制，着重
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整顿；将党
建纳入单位和干部的绩效考核，切实
破解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问
题。三是健全党建工作机制。科学制

定三亚公安党建工作三年规划，积极
探索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党建工作
思路；积极打造三亚公安“党建+乡村
振兴”党建品牌。四是加强党员队伍
管理。五是促进公安工作高质量发
展，把党建与履行好公安机关主责主
业结合起来。

“头雁”引领抓落实 服务主线铸警魂
三亚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王东

三亚国资委以党建为引领，积极
发挥国企的骨干和排头兵作用，在自
贸港建设中主动扛起国资国企的担
当。下一步，该委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以国
有企业党建重点任务为抓手，以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为引领、以创建党建示
范点为重点，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创新发展。二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将国企改革发展融入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来。加强与央企、省属企业的沟
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招商引资、国
有企业整合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寻求多
方位合作，发挥国有企业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三是

落实主体责任，守住党风廉政建设底
线。系统梳理分析市属企业在重点
领域的廉洁风险点，毫不松懈纠治

“四风”，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滋生蔓延，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进一步压紧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和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破解对一把
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

发挥排头兵作用 勇于担当新使命
三亚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冯强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坚持以
“抓党建促自贸港建设”为宗旨，打造
“四张名片”，提升“四项指数”，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下一步，
该局将强化“学习领会”与“贯彻落实”
双轮驱动，从严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二
是强化“政治功能”与“精准滴灌”双轮

驱动，增强党建服务引领功能。加强党
建服务，深化“1+5”党建服务体系，综
合运用项目清单化管理，发挥党组织作
用，形成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良性互动
循环；通过送服务上门、点单式服务、党
建联席会、党建联盟等形式，不断扩大
党建工作覆盖；持续推进党群服务中心
规范化建设，打造“15分钟服务圈”。

三是强化“引龙入海”与“深水养鱼”双
轮驱动，培育打造人才聚集高地。加强
产业引才、平台引才，形成科研领军人
才、中坚人才、后备人才的梯队培养格
局；强化园区与市县联动，打造人才引
进培养双轮驱动，完善人才成长链，加
快完善文化招商、文化服务机制，营造
创业就业良好环境。

强化双轮驱动 形成良性互动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林海

中央商务区把党的建设贯穿园区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探索法定机构党
建工作新思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
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该局将一是全方
位统筹，切实发挥基层党建促进园区产
业发展新优势。探索以“党建链”连接

“产业链”工作新模式，让党建工作成为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引擎；引导外资
企业“隐形”“口袋”党员主动亮明身份；
努力培育外资企业党建队伍，探索建立
以园区党委为核心，各类群团组织、经
济组织等齐发力的外企党建工作网
络。二是各方面联动，切实激发各领域
党建共联园区产业发展新动能。定期

召开党建联席会，签署党建合作备忘
录，打破制约园区发展的条块壁垒，做
到党建共建、资源共享、信息共用、治理
共商。三是多方法融合，努力实现创新
型党建服务园区产业发展新跨越。持
续完善“商鹿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深
化党群服务中心和党员空中航站建设。

搭好“党建链”连接“产业链”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兰

三亚优化建立两新组织体系，发挥
“四大平台”作用，实施“四个党建工
程”促质量提升，打造一批自贸港两新
组织党建新标杆。下一步，三亚一是增
强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使命感和
前瞻性。织密两新组织网络，消除覆盖
空白点，确保两新组织正确的政治方

向。二是紧扣实际拿出举措，增强党的
组织和工作覆盖的有效性。探索“五个
兜底”两新组织管理制度，为两新组织
党组织提供“菜单式”服务；探索加强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工作，推动产
学研、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开展党建联
建。三是紧跟形势突出特色，谋划打造

自贸港党建品牌。创新园区非公企业
党建区域化、网格化管理模式，着力抓好
互联网企业党组织和工作覆盖，研究出
台加强物业行业、“候鸟”等新兴业态新
兴领域党建工作的办法措施，探索做好
快递小哥、网约工、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
体党的工作。 （本版文字整理/肖皇）

织密组织网格 夯实两新党建
三亚市委两新组织工委书记 符婉

10月25日，三亚市党建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该市牢牢把握“党建引领”这一主线，坚持用好制度
集成创新这把“万能钥匙”，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落实落细省委《关于坚持以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意见》，为全省提供更多“三亚模式”和“三亚案例”，为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以下为部分市直单位、市属国企、法定机构负责人的表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