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近日，一个好消息让东方市干部群众深受鼓舞。8月30日，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
举行，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飞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称号。这是今年海南省住建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干部。

王飞获此殊荣，是东方深入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奋力打
造一支苦干实干、奋勇争先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生动体现和结果。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东方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组织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和当前复
工复产中持续冲锋作战、攻坚克难，在战斗一线担当作为、提升本领、
锤炼作风、破解难题，其间便涌现出了一批像王飞一样苦干实干、奋
勇争先的基层干部，推动着东方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复工复
产，推动东方经济社会有序恢复发展。

◀ 医护人员给市民做核酸采样。东方市委组织部供图

东方视窗 2022年9月13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王赛A05

■■■■■ ■■■■■ ■■■■■

东方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推动干部能力作风“双提升”

守在一线干 冲着实事办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9月7日，位于东方市滨海棚户区改造回
迁房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忙着室内
装饰装修工作。现场共有800多名工人，使
得项目达到满负荷运转。

为帮助项目早日全面复工复产，这些天，
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飞有些忙
碌，一方面深入项目现场了解企业困难和诉
求，一方面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问题。

8月30日，王飞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称号。由于当时东方处于疫情防
控关键期，他除了负责八所滨海社区，还有
50个商业小区、38个建筑工地以及2个集中
隔离点的疫情防控工作，无法赴京领奖。

8月30日这天，王飞的工作安排得满满
当当：早上6时，到达滨海社区，协助指挥长
安排社区核酸采样工作。随后，走访物业小
区、建筑工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晚上7时
回家吃饭后，稍作休息，晚上9时便到达单位
组织召开住建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及
时掌握一天的工作开展情况，部署第二天的
疫情防控工作。

忙，一直在忙。当前，东方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但王飞还是来不及歇一歇。“获
得这份荣誉后，肩上的责任与担子更重了。”
他说。

就在9月6日这天，王飞从东方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紧急协调1400支抗原试剂给
东方市滨海棚户区改造回迁房一期项目施工
方。经过抗原试剂检测为阴性后，370多名
工人重新回到项目现场，加紧推进项目建设，
助力项目早日竣工，让滨海片区居民早日实
现安居梦。

针对项目有些原材料因跨市县无法运进
来的问题，王飞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以及寻求
省住建厅的帮助，畅通原材料运输通道，保证
项目顺利推进。

据了解，东方市住建部门分管的38个建
筑工地项目，截至目前已复工复产30个。

9月6日，东方滨海片区棚户区征收工作
重新启动了。9月7日一大早，王飞就赶到棚
改指挥部部署有关工作：A区征收7组要抓
紧继续推进剩下6户完成签约；针对已签约
但没收到补偿款的被征收人，各有关征收小
组要按照公益性地块和非公益性地块加紧拨
付到位……

在同事眼里，王飞对工作认真负责。“他
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为人清正廉
洁，与他共事，不敢有半点松懈。他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王子豪说。“他工作很辛苦，经常周末和晚
上都要开会，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我
们理解、全力支持他的工作。”王飞的妻子陈
雪珍说。

（本报八所9月12日电）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8月中旬，东方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一线提
升干部能力和锤炼干部作风的通知》，坚持

“四个注重”，着力推动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在
疫情防控一线提升本领、锤炼作风、破解难
题，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东方市委组织部获悉的。

通知指出，要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强化
政治担当。各级党员干部对市委安排的疫情
防控工作任务要主动认领，坚决服从，确保上
级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要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提升干部本
领，各单位要把疫情防控一线的急难险重工
作岗位作为干部的“练兵场”，充分检验和考

核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
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让干部在“真刀真枪”
的实战中提升能力，锤炼本领；要注重在疫情
防控一线优化工作作风。各级疫情防控工作
组、工作专班和工作人员要加强统筹协调，坚
守工作岗位，注重科学轮换值班人员，压紧压
实防控责任，完成任务不打折扣、不讲条件，
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要
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破解难题堵点。各单
位、各工作组和工作专班要多措并举做好涉
疫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
以实际行动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及时了解掌
握群众诉求，帮助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现实问题。

本报八所9月12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方宇杰）近日，东方市委组织部印发
《关于坚持党建引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复学的通知》，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复学一线高高飘扬。

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为
复工复产复学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全力
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市广大党
员要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既要
有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也要

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
担当。党员要带头冲锋到复工复产最前
沿，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技术攻关有党
员、困难面前有党员。党员教师要带头创
新教学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确保学生学习有所
获、复习效率不降低、备考自学不松懈。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纪律作风保障，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推动复工复产复学。各级
党组织要加大纪律作风监督检查力度，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对工作不力、
脱岗失职、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严肃处
理，以优良纪律作风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保
驾护航。

东方坚持党建引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

聚合力 战“疫”线

显担当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王飞投身抗疫

抗击疫情担使命
持续奋战践初心

东方推动干部在疫情防控一线提升能力锤炼作风

锻出好作风 干出好成绩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9月1日，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合作管
理岗负责人李俭堂开始从村口卡点
值守、配合核酸采样工作中“转战”
推进农业复工复产。

为了先摸清底数，李俭堂和同
事奔赴该市10个乡镇、华侨经济区
以及多个重点农业种植基地去实地
了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情况。
9月1日，他来到位于感城镇的海南
汇裕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
基地。受疫情影响，本该已完成水
稻种植的基地因缺少劳动力，种植
进度跟不上。

“这势必会影响企业效益，得尽
快恢复生产。”李俭堂立即联系感城
镇政府，反映情况，协助组织周边低
风险地区村民到基地务工，当天就
召集了130多名村民。目前，该基
地已完成约1500亩水稻和100亩
黄秋葵的种植。

据了解，当前东方全市467家
规模以上农业企业超九成复工复
产，8家龙头企业和9个重大农业工
程项目已全部复工复产；已组织水
稻制种企业和群众开始晚稻插秧和
甘薯抢种工作，预计9月中旬可完
成粮食种植面积合计约30.1万亩，
完成省下达任务的104.5%。

9月初，为了推进复工复产，东
方市商务局副局长吴衍阳加入到市
场恢复开发工作中来，在市场拟开
放前夕，他组织10多家农贸市场负
责人和商超业主连夜召开会议，讲
解有关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并了解
他们的诉求。

“核酸采样有固定时间，下班
晚就没地方去做核酸了”“有些市
场摊主喜欢在市场外围摆摊，不便
于管理”……了解情况后，吴衍阳
第一时间联系卫健部门，多次沟通
协商，最终在城区设置了2处24小
时核酸采样点，并与行政执法部门
沟通，加强巡查执法，确保摊主能
在市场内经营。

目前，东方主城区内10家农贸
市场和6家大型超市均已有序开放，
秩序井然。

9月2日，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
的海南精细化工二期工程丙烯腈系
列装置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
紧电机单试等工作，该项目已进入
收尾阶段。

“这个项目是省重点项目，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得保证项目建设
不停歇。”东方市发改委副主任吉晓
清说。8月20日，受疫情影响，原本
居住在八所镇福耀村的20多名项
目技术工无法前往施工现场，一度
影响项目建设。

为此，吉晓清立即与福耀村所
属片区的指挥长取得联系，还多次
向东方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反映问
题。在多方协调下，当天晚上，这
20多名技术工回到了施工现场，并
吃住在工地，进行封闭性管理。

8月15日至28日，吉晓清联系
省发改委，协调东方市交通运输局
等部门办理人员和车辆通行证，保
障项目原材料运输通畅，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要确保项目原材料供应到位，解
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吉晓清
说，此轮疫情以来，东方临港产业园
11家规模以上企业除了有1家是计
划性检修停产外，均未停产，包括丙
烯腈项目在内的3个在建社会投资
项目均未停工。

（本报八所9月12日电）

9月6日下午5时许，在东方八所
镇某隔离点解除隔离人员通道前，一
辆大巴已停在通道口，隔离点“点长”
蔡小勇则拿着解除隔离人员信息表早
早守候在此。这天，共有160多人解
除隔离，回到社区或村居。

“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多
少？”“你家住在哪里？”……一会儿，解
除隔离人员分批办理解除隔离通知书
后，从通道走出来，蔡小勇便一一核对
他们的个人信息。核对无误后，他在
隔离人员信息表上签字，将人员“移
交”给跟车人员。

作为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旅游
文化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蔡小勇
担任“点长”期间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从未踏出过隔离点半步，也严格要求
隔离点工作人员，做好隔离点管控。

刚到隔离点时，蔡小勇便主动对
接医护人员，用半天时间就了解隔离
点布局和所有工作流程，为了压实责
任，方便人员管理以及工作开展，蔡小
勇将工作人员分成了信息组、后勤保
障组、消杀组、安保组等8个小组。白
天，早上6时半起床后，他第一件事就
是巡查隔离点安保情况，再查看送餐
人员是否到位，调出监控查看隔离区
楼道垃圾打包清运情况等。到了晚
上，他便组织医护人员对其他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规范穿脱防护服、正确清
理医疗垃圾等，做好个人防护，避免出
现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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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打响以来，东方
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冲锋在
前，苦干实干、奋勇争先，涌现出一批先进集
体和优秀个人。为此，东方市委组织部于8
月中旬在东方党建微信公众号上创新设置了

“疫情防控”红榜专栏，接连对他们的抗疫典
型事迹予以通报，着力营造不畏艰险、敢于胜
利、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东方市委组织部获悉的。

据悉，在此轮疫情中，涌现出了一批如
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飞一样苦
干实干、奋勇争先的优秀干部。例如，多线
转战，用心服务的卫生卫士——东方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郭浩。他先后负责防疫

物资调配、隔离点改造和固定核酸采样台设
置，积极做好隔离点防疫物资和饮食用药保
障工作，深刻诠释了卫生健康人的责任和担
当。昼夜坚守，“疫”路守护的“后勤管
家”——东方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袁慧华。
她负责接送援琼医疗队、医护人员等各类重
点人员和转运密接人员，以及核酸检测标
本、各乡镇核酸采样点紧急物资运送等工
作，始终保持“白+黑”连轴转。义无反顾，
冲锋在前的“忠诚卫士”——东方市公安局
治安大队三中队中队长王永岩。他参与流
调工作，与病毒赛跑，与疫情抢时间，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认真分析各时间节点、关键
位置，细心地帮助阳性人员回忆，拼凑起完
整的活动路线……

树榜样

东方创新设置“疫情防控”红榜

激励党员争先锋

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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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点长”蔡小勇在核对解除隔离人员的信息。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