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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直党工〔2022〕27号

★
关于表彰 2022年海南省机关党建

课题研究优秀论文的通报

省直各单位、各驻琼单位直属党组织、各市县直属机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海南省委关于“党建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工作部署，2022

年，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以“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主

题，通知要求各有关党组织从 15个重点方向开展机关党建调研工

作，报送机关党建研究成果。省直各单位、各驻琼单位党组织积

极参与课题研究，共收到 102个单位报送论文 451篇。这些论文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入研讨，又有实践层面

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海南机关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和创新成

果，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海南机关党建工作具有较好的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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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通过评委会按程序组织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6篇、二等奖 12

篇、三等奖 24篇、优秀奖 38篇；同时，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等

10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加强机关党建理论研究是抓好机关党建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是提高机关党建质量的必然要求。希望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务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新时代机

关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聚焦“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这一主题，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理论研究，进一步把握机

关党建工作规律，用好近年省直机关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在实践

探索、制度创新上继续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以党建创新推动工

作创优，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

础和组织保证。

附件：2022年海南省机关党建课题研究优秀论文名单

中共海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22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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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机关党建课题研究优秀论文名单

一、优秀论文（共 80篇）

一等奖（6篇）

单 位 题 目

省纪委监委
找准问题症结，做好靶向改进，全力提升监督质

效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牵住“牛鼻子” 推动党组（党委）落实党建主体

责任的思考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

委办）

海南自由贸易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加强

党建工作的思考——以境外高校独立办学为例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落实党建引领海南自贸港要求持续提升机关党支

部标准化建设水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嵌入式党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研院所党组

织发展路径研究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快培养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监管年轻干部

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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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2篇）

单 位 题 目

省纪委监委

省工业信息化厅
工信产业招商引资领域廉政风险防控调研报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省林业局
加强林业政治机关建设，引领自贸港核心生态保

护地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基层单位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研究

省司法厅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司法行政干部能力

建设研究——以海南省美兰监狱为例

省纪委监委 加强新时代专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建设的调查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围绕中心工作推进机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

度融合的经验与实践探索

海口海关
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巩固深化“强基提质工程”提

升党建工作质量方法路径初探

保亭县直机关工委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织在环保督察中的作用与创新实践的调查

研究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海南省机关培树宣传先进典型的探索与思考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防范化解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懈怠风险的措施—

—建立工作评价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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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4篇）

单 位 题 目

省公安厅
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建设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

南自贸港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省邮政管理局
发挥政治机关鲜明优势 建功自贸港的实践与思
考——以海南省邮政管理局推进快递员群体合

法权益保障工作实践为例

省教育厅
落实党建主体责任 奋力推进考试招生事业高

质量发展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以“机器管规划”为抓手，助力“清廉自贸港”

建设实践探索研究

省司法厅
清廉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监狱民警能力提升建设

的途径探索

省纪委监委
关于新形势下健全公立医院纪检工作机制，推进

清廉医院建设的对策建议

省农业农村厅
培养政治过硬 技术过关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路

径方法研究

海口市直机关工委
（海口市人民检察

院）

海南自贸港党建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

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
队

制度导向 实践锻造 思想疏导——新时期机关
党员干部能力提升建设路径方法研究

省邮政分公司
“融合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三亮三

比三评”主题实践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海口海关所属美兰机
场海关

探索“1+n”模式推进党建业务融合 擦亮空港新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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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监委
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推进数字

海南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研究

省文联
坚持“支部建在协会上”推动党建与文艺深度融

合的实践路径

三沙海事局 坚持“支部建在岛礁”上，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省卫健委
浅析疾控机构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践——以海

南省疾控系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例

省高级人民法院
新时期党建引领下的环资审判专业化实践路径：

以海南法院为例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坚持党建引领 激发老干部志愿服务新活力

文昌市直机关工委
（文昌市政府办公

室）
强化党建引领 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

新时代背景下法院党建共建模式作用及实现路
径浅析

保亭县直机关工委
（保亭县人民法院）

关于提升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基层法院党建示范
带头作用的思考

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
海关

探索与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形态相适应的基
层党建工作新模式研究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以党建铸忠诚塑“三心”引领事业发展

省商务厅
浅议乡村振兴背景村党员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建议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争创模范机关实践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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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38篇）

单位 题 目

省国家安全厅 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建设 为高质量高标准服务海
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省纪委监委 关于省旅文厅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研究调研报告

新华社海南分社 强化政治担当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舆论主阵地
建设

省高级人民法院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文昌市直机关工委
（文昌市委办公室）

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建设 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文昌国际航天城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省地质局
稳步推进清廉建设与地质主业融合形成“并蒂
莲” ——省地质系统清廉自贸港建设方法路径
探析

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招商引资领域廉政风险防控专题调研报告

省纪委监委 以清廉单元建设为抓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

省纪委监委 关于健全新时代省直单位机关纪委组织保障工
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海口市直机关工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全面稳步推进“清正廉洁”建设工作研究

省气象局 紧抓能力提升建设，着力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的青年党员干部队伍

省委党校 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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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
新时期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员干部路径
研究——以海口海关监管处党支部党建实践为
例

省高级人民法院 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员干部路径研究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促进自贸港法院党务干部队伍能力提升的
研究与思考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 开展党建与园区工作相融合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

浅析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以创新
多元解纷 打造“园区枫桥”为例

省医疗保障局 创新方式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研究

海口市直机关工委
（海口市人民检察

院）

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强党建坚持党建业务融合
发展，履行好公益诉讼检察新职责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研究—以海南省直机关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例

省人民检察院 以机关党建示范点为引领打造新时代自贸港检
察铁军实践与思考

省委组织部 创新方法方式，推进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常态
化研究

省国家安全厅 建设“三四五”型模范党支部 争创“一流”业
务实战单位

省委编办 党建引领机构编制创新争优的实践与探索

团省委 强化党建引领青少年事务社工管理方法路径研
究

保亭县直机关工委
（保亭县委办公室）

机关党建助推“三区三地”建设 服务于保亭高
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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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直机关工委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检察院）

深度融合引领派驻乡镇检察室创新发展路径初
探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

坚持“三性统一”理念以党建引领自贸港司法保
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
总队

全面强化“条管” 积极融入“属地”高效推进
海南国家调查队系统党建工作

省通信管理局 探索与高水平开放形态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模
式的思考

屯昌县直机关工委
（共青团屯昌县委）

党建带团建 团建促党建 关于社会领域团组织
建设情况调查报告

海口海事法院 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基层党建工作初探

省工商联 以支部结对共建为纽带进一步促进商会党建工
作

国家统计局临高调查
队 探讨防范化解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懈怠风险机制

屯昌县直机关工委

（国家统计局屯昌调

查队）

新时期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动态现状研究

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路径初探

省委办公厅 建立防范化解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懈怠风险制度
研究

省委编办 做好自贸港背景下市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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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组织奖（有关单位直属党组织）（10个）

省纪委监委

海口海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司法厅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省委办公厅

国家安全厅

中共海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