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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累计查摆作风问题3458个
完成整改3439个
整改完成率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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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监督检查
已累计发现

各类问题5111个

巡视巡察全覆盖

七届省委共开展 10轮巡视

常规巡视 148个党组织

“回头看”50个党组织

共发现问题6030个

移交问题线索 1137件

市县（区）党委共巡察党组织5268个

其中村（社区）3209个

共发现问题69770个

移交问题线索744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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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
功的关键和根本。

2018年以来，省纪委监委连续四年在全省部署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以下简称“4·13”监督检查）。截至目前，“4·13”监
督检查累计发现各类问题5111个，以强力监督保障党中
央战略决策部署在海南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在这场极具海南特色的政治监督推动下，自贸港政
策见效越来越快，项目落地海南越来越顺，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多。

一项项举措以重拳之力为发展筑牢防线——
重点领域风险大——精准出击，靶向监督。针对土

地利用、工程招投标、国土空间规划“三个领域”开展集
中整治。持续抓好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统筹各类监督力量对全省7113个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
项目开展嵌入式、全过程跟踪监督，发现问题9374个，
推动整改7396个，完善制度机制1352项。

思想防线有疏漏——全面包围，拧紧“开关”。通过
开展“廉内助”家庭式廉政谈话等多种方式，加强廉洁教
育，为党员干部拧紧思想“开关”，也通过对廉洁文化的
大力宣传，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清朗政治生态。

警示效力再加强——以案促改，系统施治。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扎实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开展了一
系列以案促改实践探索，推动以案为鉴，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

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省委组织开展10轮巡
视，共巡视148个党组织，各市县区党委共巡察5268个
党组织，顺利实现巡视巡察全覆盖，“亮剑出鞘”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注入动能。

初心照亮前路，使命催人奋进。进入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海南将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
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在海口市迈雅河区域生
态修复项目义务种植红树苗。（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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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省委七
届十二次全会在海口
召开，审议通过《中共
海南省委关于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对全
省学习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出部署。

正如与会人员所
言，这份《决定》充分
体现了省委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矢志不渝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

过去五年，是海
南发展史上极不平
凡、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五年。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这是
国家战略，亦是历史
机遇。

在伟大时代中明
确坐标，在伟大征程
中举旗定向。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五
年来，海南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着力发挥好党建在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引领方向、改革创
新、攻坚克难、服务
保障的作用，不断将
全面从严治党推向
纵深，为高质量高标
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4月 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动摇，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要
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不动摇，加强重大风险识别和防
范，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

声声嘱托，殷殷期望。省委心怀“国之大者”，锚定
中心，谋篇布局，以实际行动坚持党的领导，让海南自
贸港“中国特色”这一标签愈加鲜明——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的推动下，党员干部受到了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
淬炼、精神洗礼，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大大提升，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有力推动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开放，省委把党建引领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为“一号工程”“置顶工作”，明确提出了
“五个坚持”，出台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坚持以党建引
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
刻阐述了党建之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强
化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治引领等多个方面提出举
措、目标。

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以实际行动为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从“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到作风整顿建设年活
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比学赶超”活动、
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不断高
涨，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持续提升，推动自贸港关键核心
政策落地见效。

在一系列安排部署与行动举措的推动下，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明显，整体推进蹄疾步稳、有
力有序。

党的事业关键在人。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年”与自贸港封关运

作准备的“关键之年”，省委站在全局高度，用两个“建
设年”活动鞭策广大党员干部，推动大局工作——

2021年海南开启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以正风气
培育干事创业的好环境。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实施方案》，聚焦自贸港早期安
排落实、“十四五”规划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
务，明确要重点整顿责任意识不强、文山会海等加重基
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三个方面10种作风突出
问题。

2022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无缝衔接作风整顿
建设年活动，以能力提升帮助党员干部克服“本领恐
慌”，同时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进
一步推动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提升基础能力、专业能力。

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我省还坚持引进来走出去
相结合，既连续4年争取中组部支持从全国选派415名
优秀干部来琼挂职，又选派5批677名年轻业务骨干赴
有关中央单位和发达省市跟班学习，组织596名干部到
自贸港一线岗位挂职锻炼。

一个人练就过硬本领，一群人成为“战斗堡垒”。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五年来，海南坚持“五

级书记”抓党建形成整体优势。省委主要领导以上率
下带动各级党组织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把贯彻
落实情况与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挂钩。

不断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我省高质量完成
2533个行政村、663个社区（含95个农垦居）换届任务，
村（社区）“两委”换届“一肩挑”率、基层党组织书记大专
以上学历占比等多项主要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坚定前行方向 紧抓“中国特色”

着眼发展大局 夯实发展根基

全面从严治党 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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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龙华区解放西路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
址，学生们在党史课堂里学习。（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4月6日，在海口龙华区一小区，党员先锋岗的队员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对于过去5年的发展和今后5年期
望，总结来说，就是有收获、有成效，但责
任重大。

玉沙村曾经是海口市最大、最典型
的城中村，2014年经过改造后，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身处海口国贸商圈，
决定了玉沙村的特殊性——常住人口不
多，附近商圈却很多，人员复杂，诉求多
样，这就给社区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为了做好社区管理工作，社区利用
三级民情议事厅、社区基层协商民主议
事会、居务协商会为居民的诉求提供平
台，深受居民肯定。

5年来，玉沙社区有效融合居委会、
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共建，不断优化社区
管理、提升社区服务、全民参与的社区治
理服务模式。

5 年来，玉沙社区始终将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视为工作的出发点，做到
有场地、有管理、有队伍以及师资丰富、
内容丰富、活动形式丰富的“三有三丰
富”，举办亲子阅读班、四点半课堂、在原
有老人日间照料的基础上增加养老综合
服务中心服务事项。

此外，玉沙社区提升的不仅是业务
服务功能，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业务服
务能力，他们尽职尽责的态度，受到居
民的认可。特别是近两年，对疫情的排
查、管控人员的服务、疫苗接种、全员核
酸检测，社区工作人员团结一心，出色
完成疫情防控工作，涌现出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黄柳媛等事迹，这
也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
不断加强，党员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愈
发凸显。

2016年，玉沙社区党总支获评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既是对玉沙社区的
肯定，同时也对玉沙社区工作提出更高
的要求。

社区的商圈又有新变化，又添新成
员，去年，京华城变更为友谊·国贸城，今
年6月，华润万象城也即将开业，如何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让老商圈焕发新活力
也成为社区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之一，社
区将不断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未来，玉沙社区将对标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需要，聚焦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党建引领“直通联
办”改革措施，设立以社区党组织牵头、
居委会为主体，物业公司、相关职能部
门、群团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边协商”
机制，打造“15 分钟党群服务圈”，做到
服务有“热度”，宣传有“力度”，小区有

“温度”，切实把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坚强战斗堡垒。

（本报记者 郭萃 整理）

新海南
心里话

海口龙华区金贸街道
玉沙社区党支部书记黄业韦：

提升城市基层
党建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