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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椰子寨战斗遗址和潭门海上民
兵连设立国防和双拥教育阵地、在东
风路东升大厦前面绿地制作双拥模范
城宣传广告牌、在琼海市中心位置和
城区主要公共场所竖立6块永久性双
拥标志和宣传牌，对城市地标“双拥
像”进行升级改造，并在主要街道路灯
杆悬挂刀旗宣传牌、支持“老区革命战
斗史”文化长廊建设和着手进行烈士
纪念设施改造建设，进一步增强革命
战斗史、红色革命文化和爱国主义精
神宣传……

这只是琼海市双拥宣传教育的一
个个缩影。

近年来，琼海市依托各级各类学
校、党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常态
化开展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邀
请国防大学、省军区首长等为全市副
科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国防教育讲座，
同时开展领导干部“军事日”教育活
动，学校定期为师生举办国防教育课，
进行全民国防双拥教育宣传。

此外，琼海市充分利用琼海融媒体
中心、《琼海通讯》、琼海市政府门户网
及双拥工作专栏、退役军人事务局公众
号等宣传载体，及时报道琼海市双拥工
作动态，宣扬先进典型事迹；组织开展
清明祭扫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同时

倡导网上祭扫，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组织全市各级机关领导干部、社会
团体干部职工，驻市部队官兵和中小学
校师生等到杨善集烈士纪念园、王文明
烈士纪念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周士
第将军纪念馆、椰子寨战斗遗址等革命
烈士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形
式多样主题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等系列主题活动；开展为立功受奖现役
军人家庭“送喜报”活动，及时为173个
立功授奖的现役军人家庭送去立功喜
报和10万元慰问金；开展为烈属、军属
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活动，共
上门悬挂了1万多块光荣牌。这些有

声有色的活动，使双拥宣传和国防教育
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琼海各地拥军
崇军蔚然成风。

深入挖掘拥军典型人物素材，并
进行广泛宣扬。

邓大志，琼海市潭门镇的一名船
老大。1996年，邓大志义务为西沙守
岛海军官兵运送生活物资，闯出一条
不断延伸的“拥军航线”，尽全力为守
岛官兵排忧解难，至今已经坚持了20
多年；

自1990年创建企业以来，琼海胜
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陈丁胜不忘初心，力争将爱国拥

军情怀深植到企业经营中。2004年，
陈丁胜自掏腰包将企业中的大部分员
工组建起民兵连为国防事业添砖加
瓦。他热心公益事业服务社会，连续
15年发动民兵连无偿献血，台风期间
主动参与抢险救援。他还积极接纳退
伍军人就业，鼓励企业优秀青年员工
从军入伍；

琼海市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长
王书茂将民兵连建设得更好，带领潭
门渔民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一批拥军典型人物在琼海涌现，
他们的先进事迹激励着广大群众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

万泉河畔弘扬拥军光荣传统 军地共建谱写自贸港绚丽新篇
——琼海市持续争创“海南省双拥模范城”综述

爱我人民爱我军。军爱民，民拥军。双拥
工作承载着军地间“绿叶对根的情意”。坚如
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琼海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素有军爱民、
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早在革命战争时期，琼海
人民就为琼崖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为琼崖
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首脍炙人
口、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就是琼海军民鱼水深情的生动写照。和平建
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琼海继承和发扬双拥
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第八次荣获“海南省双拥模范城”荣誉称
号后，琼海市党政军齐聚力，发扬拥军优属的
优良传统，进一步擦亮“双拥模范城”金字招
牌，充分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持部队建设
各项任务，竭尽全力为部队建设排忧解难，提
供最好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双拥工作成果，不
断推动全市双拥工作取得新成效、新业绩、新
辉煌，以加快推进实施“产城融合、城镇提质、
乡村振兴”三大战略，争当滨海城市带“优等
生”的战略定位，立足高起点，精细化打造，持
续争创“海南省双拥模范城”。

7月29日，琼海市委主要负责人
率队走访慰问驻琼海某部队，代表市
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部队
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他指出，琼海市委、市政府将继
续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进一步密
切军政军民关系，坚定不移地支持部
队建设，主动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
调发展，谱写新时期军政军民团结新
篇章。

琼海市党政军领导深刻认识到
双拥工作是事关大局的政治任务，是
一项重要而且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
政策，也是琼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
能没有的城市名片。琼海市委、市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将双拥工
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上重要位
置，持续推进落实，在继承中发展、在
创新中提升，全市上下进一步形成军
地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驻琼海部队建设的生动局面。

琼海市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市
长为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进一
步强化双拥工作组织领导。坚持把
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把国防建设经费纳入年度财
政预算，把优抚安置等政策落实纳入
双拥工作职责，不断夯实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责任，确保双拥工作
有效开展。定期召开市委议军会、军
政座谈会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等会议，全面落实双拥工作机制，分
析双拥工作现状和趋势，为全面开展
好双拥工作奠定了基础。

先后出台《琼海市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琼海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琼海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和工
作制度》和《琼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 2022 年工作要点》等工作制度文
件，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健全
的制度保障。

双拥创建工作实现了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成果丰硕。截至目前，
琼海市已经荣获八届“海南省双拥模
范城”称号和九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荣誉称号，军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浓浓的鱼水深情浸润着生机勃发
的万泉河畔。

每逢春节、清明节、八一、烈士纪
念日来临之际，为扎实做好双拥工
作，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
传统，琼海全市上下切实为军人解难
题、办实事，举办各种拥军优属活动，
慰问驻市官兵、重点优抚对象和退役
军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了尊崇军
人、关爱军人的浓厚氛围。

集中移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存在一定的
难点和堵点，难以解决。滞留部队的伤
病残人员时间长、问题多。琼海市委、
市政府组建了工作专班，强化军地之间
沟通对接；列出移交接收材料清单，就
移交人员档案、住房问题、组织关系、退
休审批等重点事项进行提前沟通；对审
档中发现的档案资料要件缺失及时反
馈提醒部队进行补充完善，避免部队多
头跑路，缩短接收沟通时间。

琼海市强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
作，注重发挥部门职能优势，针对移交
人员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难点问

题，多次与社保、医保、住建、财政等部
门进行会商研究，市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解决住房困难，最大限度解决
移交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全力做到

“只要部队交得出，地方就能接得
下”。在市安居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优先安排购房选房，很好地完成1名因
病退休干部、1名因病退休士官住房困
难，落实住房保障。较好地完成按照
档案审核、三方座谈、交接协议签订、
落户办理、医保转移、组织关系转接接
收程序，最大限度提供一站式服务，完
成接收任务。

这是琼海市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

关系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积极为

驻军办实事、解难题，将一份份爱洒向
绿色军营。

进一步落实现役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政策。琼海市双拥办及时联系市人
武部进行工作布署，向每个驻市部队了
解现役军人子女入学入托需求。2019
年以来，一共安排83名军人子女入学
入托，真正做到符合政策者全部安排；

积极组建海南省社会化拥军平
台，让全市的拥军企业和单位知晓并
积极响应和参与，确认60家企业加入
海南省社会化拥军平台，为军人提供

优惠优待服务；
足额发放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和大

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
邀请高职院校来琼海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帮助退役军人开展现场报名、
政策宣传等相关服务工作，引导他们
积极报名参加，提升学历教育，掌握技
术技能……

全力推进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全
市成立1个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13
个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和214个村
（社区、居）退役军人服务站，市、镇、村
三级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切实打通了
服务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为退

役老兵打造了可以依靠的家。
琼海市紧扣省厅创建标杆型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要求，严格按
照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的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试
行），高标准打造标杆型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今年举办了两期全市退役
军人事务系统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班，共240多名市、镇、村（社区、居）三
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主要负责
同志和业务骨干参加了学习培训，不
断充实和提高服务退役军人的能力和
水平。

7月13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万
泉镇白牛村路口发生一起交通安全事
件，一辆皮卡车与电动车相撞，三名孩
子倒地受伤。驻琼某部11分队从琼海
营区返回野外驻训场恰巧途经车祸现
场。分队指战员见状立即下车开展救
援，并疏导现场交通，确保伤者及时送
医治疗。

近年来，在万泉河畔上演着人民“把
军人当亲人”、军人“视驻地如故乡”的动

人故事，驻地部队发挥人力、科技和装备
优势，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当模范。助力乡
村振兴。驻市军警部队发扬“拥政爱民”
主旨，积极参与琼海乡村振兴工作，琼海
市人武部多次深入边远民族地区开展助
学和帮扶活动，为实现小康社会作出积
极贡献。博鳌武警大队出动30余名官
兵帮助上埇村打造冬修水利工程。

积极参与“城镇提质，城市创建”

工作。两年来驻琼海部队出动官兵和
民兵500人次参加清洁卫生等工作。

在紧急救援任务中打头阵。当收
到群众呼救，部队官兵都会紧急出动，
进行紧急救援。开展多次海上紧急救
援任务，多次成功破获海上走私及非
法捕捞案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组织力量守土抗疫。为了疫情防控需
要，琼海市政府请求驻市某部队临时

搬离驻地用于储备隔离点，该部队非
常支持，及时搬离。

在维护稳定中当先锋。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和重要节假日期间，官兵
们加强值勤，确保了琼海的繁荣稳定。

在开展志愿服务中勇担当，驻市部
队积极与地方机关干部职工、退役军人
志愿者一起到乐会革命烈士纪念碑园
区和杨善集、王文明烈士纪念园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环境卫生大扫除志

愿服务活动，志愿活动既密切了军地联
系，又进一步巩固了拥政爱民成果。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军民
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琼海
儿女和驻市部队官兵将大力弘扬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勠力同心，
勇于创新，携手开创全市双拥工作新
的辉煌，为谱写新时代琼海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交出一份完美答卷。

（本版策划/撰文 刘超）

典型引领携手共建 双拥社会氛围浓厚

办实事解难题 倾力做好拥军优抚安置工作

爱地方建第二故乡 唱响新时代双拥赞歌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鱼水深情浸润万泉河畔

驻琼海市某部队开展“保护海洋生态，建设海上森林”植树活动。琼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驻市某部队及中原镇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开展活动。

琼海市300多名干部群众向人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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