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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系列融媒产品

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
解读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者周钰）4月 26
日，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开幕，海南日报新媒体推
出一系列创意十足的融媒产品，传播省第八次党
代会的好声音。通过“一图读懂”“创意海报”等生
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多角度、全方位解读省
第八次党代会报告，让读者轻松读懂报告里的“干
货”，感受过去五年海南发展的辉煌成就，了解未
来五年海南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党代会特别策划

带你探访会场
为你解读新闻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周静泊 刘杰 谭琦）4月26日，海南
省第八次党代会开幕，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推出省第八次党代会特别策划。《杰
跑党代会》节目带领观众跟着主持人的脚步，一
起走进会场，关注党代会，近距离了解党代表的
履职情况。《主播说报告》节目通过新闻主播出
镜评论的方式，解读新闻、评析热点、表达观点。

党代会·我从基层来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邓钰）“催人
奋进，激励人心！”这两天，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中有关洋浦港、石油化工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
业等方面的发展规划，让来自洋浦的省第八次
党代会代表、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炼油一部副班长牛小娜兴奋不已。

“今年，我所在的公司积极谋划产业升级
和管理数字化两大转型，和报告指出的方向十
分契合。”牛小娜反复研读报告，其中“‘一本三

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加快推进以洋浦港、
马村港和新海港为主体的港口群建设”“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物医
药等优势产业”等内容，更坚定了她对所在行
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牛小娜表示，她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此
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将报
告中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带回生产一线，
团结班组员工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党代表牛小娜（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一部副班长）：

将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带回生产一线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邓钰）“基层
一线关心的、关注的问题都在报告中有所体
现。”4月27日，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中国建
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综合办公
室主任屈丽花表示，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高
屋建瓴，描绘了海南自贸港未来五年的宏伟
蓝图，激励人们砥砺前行，奋勇向前。

报告提出“打造国内一流的营商环境”。这
让屈丽花尤其欣喜。“作为驻琼央企基层党代

表，营商环境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报告让我深
切地感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服务企业的用
心和决心。海南自贸港能成为企业茁壮成长的
沃土。”

“这些年，我们的员工队伍愈发年轻化。报
告中‘青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等
字句铿锵有力，温暖人心。”屈丽花认为，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中，一定能有让青年学习成长、不断
进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广阔舞台。

党代表屈丽花（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

为企业发展提供土壤
为青年成长提供舞台

本报海口 4月 27 日讯 （记者习霁鸿）
“报告很务实，指导性强。”省第八次党代会代
表、海口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莫占端已在
医疗卫生领域工作近26年，4月27日，她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报告中提到要深化“三医联
动”改革等内容，让她很受鼓舞。

对报告中提到的“全面实现‘小病不进城、
大病不出岛’”，莫占端充满期待，也有自己的
思考。2021年11月，她曾调研海口基层各卫

生院，发现目前基层医疗机构仍然存在人才力
量不足的问题。莫占端期待我省能够加大本
土医疗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
遇，让人来得了、留得住。“基层有人才做支撑，
才能实现‘小病不出城’。”她说。

另外，“互联网+医疗”体系也让莫占端心
生憧憬：“通过大力挖掘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作
用，有助于实现分级诊疗，打造高效便捷的健
康服务圈。”

党代表莫占端（海口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

充实基层医疗人员力量
推动实现“小病不出城”

青年代表热议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奋力展现作为 书写青春华章

不负嘱托 建言献策
4月27日，参加省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

围绕党代会报告提出的目标、要求、举措展开
热烈讨论，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和建议。

⬆来自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三位基层党代
表郑源仲、容飞、高惠兰（从左到右）探讨乡村
全面振兴中党员的责任。

➡来自三亚的基层党代表黄娇花、王小
丹、何汇东、高土玲（从左到右）认真审议党代
会报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昂颖 邱江华
习霁鸿 谢凯

“要打开解放思想‘总开关’，找到突
破口，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做好民族特色文章……”两天
来，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儋州市妇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儋州市兰洋镇党委书记
符启芬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下不少
内容，其中既有对报告的理解，也有其他
代表的建议，还有对未来工作的规划与
打算。

“只有将报告内容把准吃透，才能更
好地结合兰洋镇实际，制定发展路线图，
迅速抓好贯彻落实。”这位“80后”党代
表说。

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有不少像符
启芬一样的“80后”“90后”代表。他们
充满朝气、意气风发，有想法、干劲足，虽
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岗位，却同样心系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展现
出值得信赖、勇于担当的一面。

立足岗位
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党代会报告中提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让我深感振奋。”省第八次党代会
代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息科
技部技术员周海姑今年26岁，2017年从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现在的单位工
作，立志为家乡发展出力。

为农户生产播撒信贷“及时雨”，是
周海姑的日常工作之一。近年来，她积
极投身到农村小额贷款产品研发、整村
授信模型优化等惠及“三农”的工作中。
通过一次次实践，周海姑感受到学以致
用、造福家乡的喜悦，更加坚定了用信息
技术助力农民增收的决心。

“五年来，海南改革的动力越来越
足，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多种利好政
策叠加，构筑起年轻人梦想起飞的跑道，
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
周海姑看来，未来海南可全方位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举措，
搭建集交流、实训等功能于一体的青年
服务平台，鼓励青年创新项目培育，支持
大学毕业生来海南就业创业。

“近年来，海南农村的交通、医疗、教
育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大家切实
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持续增强。”省第八
次党代会代表，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党支部

副书记吴少玉表示，作为一名返乡创业
青年和村“两委”干部，将依托学兰村的
田园风光，以及海南非遗古法制糖等历
史文化优势，开展招商引资，以特色产业
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报告提到，青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生力军。这让投身海南自贸港建
设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各路青年深受鼓
舞。”“80后”的吴少玉说，将当好乡村振
兴中的青年先锋，把青春华章写在乡村
振兴一线。她建议，海南可紧密结合农
业生产、乡村生态和文化资源，开发农事
体验活动，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画“点”连

“线”成“片”，绘就“望得见青山、看得见
绿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建言献策
描绘民生幸福底色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基本”
到“优质”，既是民生期盼，也是海南始终
聚力实现的民生目标。对于报告提到的

“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
乡一体化”，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共青
团三亚市吉阳区委书记刘艺深有感触：

“驻村帮扶期间，听基层百姓聊得最多
的，除了就业、增收外，就是教育。”

“80后”的刘艺介绍，近年来，三亚
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如
2019年吉阳区率先探索集团化办学，即
以区属优质学校为核心学校，农村薄弱
学校为成员学校，实行分层帮扶的“1+
1+N”集团化办学模式，将全区31所公
办中小学组建成8个教育集团，促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做法成效明
显，目前已在三亚各区复制。

“希望省市各级打出乡村教育提质
‘组合拳’，推动‘有学上’迈向‘上好
学’。”刘艺建议，海南可有计划、分批次
在农村建设一批综合性优质学校，让农
村学生在家门口接受到良好教育；鼓励
支持乐于奉献的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教
学、支教，并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给予适
当倾斜；继续创新本地乡村教师发展机
制，搭建教师成长的优质平台，多举措留
住本地乡村教师。

“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是省第
八次党代会代表、屯昌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免疫规划科医师符式楷的关注
点。这位“90后”深感海南医疗事业的
迅猛发展，“这五年海南医疗水平明显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日益增强，让群众
享受到了方便、快捷、价廉的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增
进基层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保障。近
年来，海南对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投入了
大量资金，尤其是改善硬件条件。”对于
如何筑牢基层医疗保障网，符式楷建
议，在省级层面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
生系统的支持，完善医疗资源互助共享
机制，着力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
问题；不断提升中部地区医院医疗技术
和管理能力，多渠道多方式保障群众就
医需求。

“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人才至关重
要。”符式楷希望海南能在定向委培、人
才培养及引进等方面，加大对地方的支
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推动医疗服务水平实现新突破。

凝心聚力
持续提升治理效能

“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大事小事共同帮、公益事业共同干、
产业发展共同谋、人居环境共同治、文明
村寨共同创。”符启芬介绍，兰洋镇是一
个少数民族聚居镇。近年来，兰洋镇坚
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基
层治理新路子，扩大和发挥好国家卫生

镇的品牌效应，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
理的主动性。

“美丽乡村建设和村庄人居环境整
治，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村容村貌，也提升
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如何巩固这
一成果，符启芬建议，要聚焦群众所需所
盼，建立“四点半课堂”、家事调解室等志
愿服务组织体系，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智
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五指山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段小申十
分关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持之以恒
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构建新型亲清
政商关系，是清廉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任
务，对海南自贸港建设至关重要。”段小
申介绍，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已在多个领
域探索开展清廉建设，以“清廉班子”“清
正干部”“清晰权力”“清纯家风”建设为
抓手，选取5家市直单位作为试点单位，
探索清廉机关实现路径。

段小申说，下一步要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
治化、正规化建设，更好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推动五指
山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纪法
保障。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刘梦晓）“党
代会报告立足当下、站位高远，为我们描绘了新
蓝图、指明了新方向、开拓了新思路。”省第八次
党代会代表、文昌市东阁镇党委书记钟小雪最
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乡村未来的发展。

“在基层工作，要不断夯实党建基础，持续
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4月27日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钟小雪说，要通过开展“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党员干部在基层一
线更好发挥“旗帜”和“堡垒”作用。

钟小雪认为，乡村发展离不开人，要充分发
挥乡村振兴工作队作用，以现有产业基地为抓
手，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构建以特色种植
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旅游为主的乡村产业
体系，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全面振
兴。同时鼓励群众开办共享农庄、家庭农场、乡
村民宿，进一步拓展增收途径。

党代表钟小雪（文昌市东阁镇党委书记）：

抓好基层党建
推动乡村振兴

动海报丨
打开调色盘，

彩绘海南未来五年

扫码查看详细内容。

杰跑党代会

扫二维码，跟着
主持人走进省第八次
党代会现场。

主播说报告

扫二维码，听主
持人解读党代会新
闻、评析党代会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