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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有温度、显成效

赓续红色血脉 汲取奋进力量再出发

思想力量穿越时空，
真理光芒照亮前路。

2021年，在奋进新征
程中，澄迈县兴起了党史
学习教育的热潮。一次次
涤荡心灵的深入学习和研
讨，一场场热气腾腾的党
史宣讲，一桩桩筑初心、
解民忧、聚民心的民生实
事……从机关到企业，从
社区到农村，从线上到线
下，思想在升华，共识在
增进，力量在凝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澄迈始终把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围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目标
要求，突出精准分类施
策、创新载体形式、注重
成果转化，不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
见效。同时，注重深入挖
掘本土红色资源，结合地
方发展实际，既注重把
“规定动作”做到位，又注
重结合实际使“自选动
作”有特色，线上线下齐
发力，为党史学习教育聚
人气、添活力、接地气。

1月 13 日，澄迈党史
学习教育总结大会指出，
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
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用好理论学习中心
组、“三会一课”制度加强
学习，特别是各级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党
史、经常学党史。组织各
部门利用“自贸港大讲
堂”和“澄迈干部大讲
堂”，加强全县党员干部
的理论武装。同时，各级
党组织要认真总结这次党
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
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制度
机制，把一张张问题清单
转化为群众的红利清单，
转化为市场主体的红利清
单，让市场主体和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澄迈党员干部群众摆出“100”人形图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深学细悟学党史的同时，澄迈县不少
单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史学习
教育的成效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动能和
效能。

近几日，澄迈县福山镇花场村村民冯开
武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眼前家门口崭新的
水泥路，他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以后就算是
下雨天，也不用卷着裤脚走路了。”冯开武说。

从出行不畅到“畅通无阻”，修好村民的
“幸福路”；从用水困难到“钻井建站”，解决村
民的“心头患”；从缴费业务“多跑路”，到办理
效率“全提速”……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澄迈县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观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立足实际，急群众
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从群众身边事入手，
让“难事”不难办。

澄迈县金江镇道南村是金江镇为数不多
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村庄之一，英烈冯道
南就出生于该村。作为革命村庄，道南村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筹划建设道南村文化馆，通过图片、文字、视
频等来展现革命先烈光荣事迹以及道南村的
革命历史，时刻提醒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继承
发扬革命先烈精神，为建设道南村贡献力量。

近年来，为帮助脱贫户，道南村制定了
《道南福芋产业化组织化扶贫帮扶实施办
法》，通过订单农业的形式与37户脱贫户签订
订单帮扶，为脱贫户免费提供优质种苗、肥
料、农药和技术指导，进一步扩大芋头种植面
积。此外，道南村还举办金江道南福芋新品
发布会，不断提升“红色芋头、致富芋头”的知
名度，为壮大特色产业铺路搭桥，助力村民增
收致富。

此外，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澄迈县
税务局坚持围绕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需
求，认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
极探索纳税服务咨询新机制，组建“春风”咨
询辅导工作室，建立“一站式”咨询服务机构，
为纳税人提供咨询辅导，提升纳税人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为实现涉税咨询问题快速响应，确保“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见效，澄迈县税
务局进一步扩充咨询力量，目前“春风”咨询
辅导工作室由18位业务精、沟通好的专家组
成，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纳税人提供咨询
辅导服务。

澄迈县坚持以深学促实干，结合实际推
出为民惠民便民的民生工程。澄迈县各党委
（党组）及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
着眼基层群众需求，共形成“我为群众办实
事”任务事项247项，其中县委部门41项、县
政府部门146项、各镇和园区60项，任务事项
已全部完成预期目标进入拓展和常态化管理
阶段，完成率100%。

“澄迈县将践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要求，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在学
思践悟升华上取得实效，进一步聚力争先创
优。”澄迈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澄迈县
要充分学习和吸收党史中“把支部建在连上”
等经验和理念，持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
党组织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完善党
建工作体制机制，构建与澄迈县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模式，特别是要大力推
进“支部建在乡村振兴一线”“党建联盟”等工
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澄迈县高质量发展。

（撰文/高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日前，澄迈县委
常委班子成员来到定安县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现场教学。党员干部面对鲜红的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依次瞻仰了烈士
纪念雕像。

这是澄迈聚焦“关键少数”的一
个工作缩影。2021年3月8日，澄迈
县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对澄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和部
署。澄迈聚焦县委班子成员这一“关
键少数”，通过制定《党史学习教育县
委常委班子重点任务清单》，明确23
条学习任务，将县委班子成员党史学
习教育进一步细化，制定县委领导班
子自学计划，以不同形式有效开展各
项学习工作。同时，结合澄迈实际，
开展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清明祭英
烈活动等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切实发
挥“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作用。

澄迈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通过制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实施方案，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进
度安排、学习内容等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作出具体安排，从实从细抓好组
织实施；各镇、各单位部门、各行业领
域统筹阵地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分
别开展多样化的学习宣传宣讲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直抵

“神经末梢”。
既有示范引领，更有精准指导。

澄迈坚持分类施策，区分对象、区分
层次开展学习教育，抓牢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抓住青少年重点群体、
抓实学习阵地建设，努力推动澄迈县
党史学习教育实现“全覆盖”。

“同学们，1927年 8月 10日，中
共澄迈县委成立，这对于澄迈人民
而言是一件大事，从此澄迈人民有
了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2021年8月3日下午，参加“爱心万
里行”活动的13名北京大学学生来

到中共澄迈县委成立旧址纪念馆，
在讲解员王有华的讲述中重温那段
光辉历史。

“红色教育基地是我们党革命斗
争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
涵，记录着光辉的革命史迹。维护好
红色教育基地是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的关键，有关部门要加以重视，主
动担当作为，切实将红色教育基地维
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澄迈县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用好红色教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向革命先烈、英雄人
物、先进典型学习，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
代相传，不断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投身
到澄迈经济社会发展中，在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
中勇创佳绩，争当建设海南自贸港的
排头兵和主力军。

同时，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澄迈县委组织部于2021年 9月
27日启动“澄迈县2021年海南自贸
港建设干部夜训课堂”，引导澄迈县

干部把握新形势、掌握新知识、提升
新本领，不断提高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专业化能力，
是干部教育培训的新载体，是推进精
准培训，打造高质量干部队伍建设的
重要抓手。

澄迈县委组织部切实把干部教
育培训同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
来，聚焦澄迈高质量发展和海南自贸
港建设需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按需施教，分级
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开展小班制“夜
训课堂”也是针对干部个性培训需
求，通过面对面培训、互动式交流、探
讨式学习等教学方式，让干部带着问
题学习、结合实际思考，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实用性、专业性。

如今，澄迈县党员干部理论学习
蔚然成风，党史学习教育多点发力、
高潮迭起，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思细悟中提
高认识，以理论上的提升促进政治上
的坚定。

抓实阵地建设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AA 办好百姓实事
笃行实干写春秋

创新学习形式 深学细悟唱响百年辉煌BB
“以知识竞答的形式学习党史，

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日前，2021年澄迈县“学
党史·感恩党”党史知识竞赛总决赛
落下帷幕，获得比赛第一名的澄迈县
党群机关代表队队员齐艳玲说。

澄迈县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在强化规定动作的同时，也注重
创新自选动作，鼓励基层党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既注
重按照要求把“规定动作”做到位，又
注重结合实际使“自选动作”有特色，
线上线下齐发力，为党史学习教育聚
人气、添活力、接地气。

线上，澄迈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党
史宣传中的作用，在澄迈网上农家书
屋开设“百年党史”板块，提供的一大
批免费党史读物受到干部群众的热
烈欢迎；组织开展了为期40余天的
2021年澄迈县“学党史·感党恩”线上
党史知识竞赛，发动全县广大党员干
部通过每日一答的方式学习党史知
识，吸引超5万名干部群众参加；在全
省率先举办澄迈县党史知识竞赛，组
织全县33个党（工）委，共99名党员
干部组队参加；举办了主题文艺汇演
以及朗诵比赛、新媒体创作活动等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
时，推出“党史润童心·童声颂党恩
——少先队员说党史”系列音频，12
名少先队员代表录制12期党史故事，
通过《澄迈县少先队员说党史》栏目，
讲解党史故事，引导团员青年学习党
的光辉历程。

截至目前，澄迈县各党工委已在
线下开展专题宣讲352场，党日活动
780场，群众性宣教活动286场，组建
了包括“新时代劳模宣讲团”在内的

12支宣讲团，开展多元化宣讲。澄迈
县“两新”组织的“10分钟微课堂”、老
城镇的“大榕树下的红色党课”以及
仁兴镇“特殊党课进苗村”等基层宣
讲的开展，有效打通了党史学习教育

“最后一公里”。
“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点燃青

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情，是全县各
级团组织、团干部需要掌握的基本
功。”共青团澄迈县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共青团澄迈县委坚持全心全意为

群众、青少年服务的宗旨，利用“互联
网+”助燃学党史热情。利用微信工
作群、微信公众号、党建园地、LED电
子屏等阵地，推送、张贴系列政策、会
议精神、领导讲话精神、知识点等内
容，积极参与网上知识竞赛，营造多
维度学习氛围；开设新四史学习专
栏，推送包括“党史上的今天”“历史
瞬间”及“百年先锋”等图文。据统
计，该专栏已推送文章近百篇。

不仅如此，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全省各地单位和个人纷纷来到中
共澄迈县委成立旧址纪念馆、马白山
将军纪念园、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碑
等红色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与此同时，澄迈县更是将党史学习教
育的课堂从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等处“搬”到红色基地，让旧址遗迹成
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

“教材”，通过学习教育把红色基因注
入血脉、融入灵魂、化为行动，打造出
一条澄迈革命老区红色教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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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澄迈县融媒体
中心提供)

澄迈举行“永远跟党走”接力
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