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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聚焦

核心提示：

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
生连着民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政府工作的大事，一件
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连日来，与会的代表、委员们
结合实际工作，纷纷就我市如何
加强民生保障，提升市民幸福指
数建言献策。

两会关注

资料图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出生于1987年的孟莎，是赤壁市
茶庵岭镇镇长，一位年轻的女人大代
表。在基层工作4年的她，受过高等
教育，也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些
年，发展乡村建设一直是她努力的方
向。

孟莎说，政府工作报告对乡村振
兴提出了具体要求，就该镇而言，乡
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城镇化。对标乡

村振兴，首先，重在强化产业支撑。
按照农业发展抓特色的思路，积极培
育壮大新业态。目前，该镇已有嘉树
农庄、峡谷生态旅游度假区、基围虾
养殖、吊瓜兄弟、猕猴桃、蓝莓、草莓
采摘等成熟的农业项目。

同时，该镇为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累计投
入6000多万，开展国土整治，高标准

农田建设，对田间道路、水利灌排设
施进行提档升级。其次，以“农家”融
合、“文旅”融合为结合点，促进该镇

“红色体验”、“特色田园”、农耕田园、
主题民宿、汤茶文化体验等不同主题
的休闲旅游项目产业聚集效应。下
一步，将推出现有的特色基地，实施
旅游项目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打
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田园综合体。

孟莎：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文/记者 黄 柱 王 恬
图/记者 夏正锋 陈红菊 摄

民生保障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曾晓燕委员说，报告提出实施主城
区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入园
难、入园贵和择校热、大班额问题，建议
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确保投入保障到
位，教育管理到位，促使计划落实。

代表叶金才认为，市政府应进一步
明确“三年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如新

建多少学校，改扩建多少学校，在建完
工多少等，并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做
好具体安排，更好地回应民生关注。

尹新发委员建议，政府应加大投
入，建设优质好学校，增加教师编制；

整合教育资源，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
会力量办学。

如何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代表雷菊芳建议，进一步加大农
村义务教育投入，增强农村义务教育
师资力量，加大城乡教师的合理流动，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

金玉华委员表示，对乡村学校，除
了应该加大投入保障，提高硬件水平
外，还应送去先进的教育理念，送优秀
的教师下乡，对乡村优秀的校长、副校
长进行再培训，提高整体办学水平。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公平可及、群众受益”，是我市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如何深化医改，让惠民效果进一
步放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
坚实的健康基础？

代表张一兵认为，要缓解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应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
三医联动，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的职业吸引力和服务

能力；二是实行单病种计费，切实减轻
看病负担；三是加快医联体建设，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熊鸿委员表示，在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领域，应坚持政府主导，落实政府

责任，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在非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领域，应发挥市场活力，加
强规范引导，满足多样化、差异化、个
性化健康需求。建议全面提升乡镇卫
生院服务能力，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
阚远全委员建议，在全市范围内

选定医疗资源丰富的医疗机构牵头组
建医联体、医共体，探索建立城市医疗
集团；加强乡镇卫生院和乡镇卫生院
特色科室建设，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建
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
如围绕办院方向、社会效益、医疗服务
等指标进行考核。

深化医改惠民利民

如何增加就业提升收入，让群众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刘秋芬委员说，增加就业要重点
改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政府要创
造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建立
有效的监督机制，破除妨碍劳动力、人
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提供有
提高工资收入均等化机会；另一方面，
要切实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创
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的岗位。

代表罗望秀表示，增加就业要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要准确把握
市场劳动力需求状况，坚持从市场需

要出发，准确把握双向意愿，实现供需
高效契合。

代表潘云芳说，企业是解决百姓
就业问题的主力军。政府应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从
而吸纳更多当地百姓、解决他们的就
业问题。

我市应该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通山县委书记、代表石玉华说，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今年通山将持续加大
民生投入，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下气力解决一批
关系人民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让人
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赤壁市委书记、代表江斌表示，赤
壁将进一步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今年

将投资7.65亿元推进碳素、陆水、中伙
等片区棚改，续建和新开工保障房
1762户（套）。加快健康赤壁建设，创
建全国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和全国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县（市）。推进医养结
合，发挥蒲纺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作用，
建成一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崇阳县县长、代表郑俊华表示，要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构建服务型政
府，切实推进民生工程。今年崇阳将按
照“百姓点菜、政府买单”思路，扎实推
进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改革，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共享就业保障成果

两会期间，政协第四联组
（工商联、科协）在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时，黄刚良委员建议，实
施人才强市战略，不仅要关注
科技与创新型人才，同时也要
重视企业家人才。

黄刚良说，成立咸宁市企业

家俱乐部，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
工商联配合，邀请专家讲课、企业
家现身说法、在优秀企业挂职锻
炼等方式，通过学习企业管理中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新动
向，培养企业家们的战略眼光、市
场开拓意识、管理创新能力。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丁维

两会期间，政协第八联组
（教育、医卫）分组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时，部分委员建议，推进
医养健康产业项目，积极开展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
老。

阚远全委员建议，积极建
设好老年医院、护理医院和康
复医院；依托咸宁旅游优势，发

展候鸟式养老；开发建设医养
小镇、特色小镇等，全面推进

“养在咸宁工程。”
镇卓飞委员建议，政府出

资对发展医养结合的机构进行
政策兜底。

王林甫委员建议，引进社
会资本，建立医养中心，与旅游
相结合，强化候鸟式养老。

推进医养融合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两会期间，政协第七联组
（经济、农业）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时，部分委员对产业扶贫展
开激烈讨论。

周娟委员建议，一是调整
扶持政策，把重扶持产业基地
发展转向扶持基地和扶持销售
队伍并重，打造销售品牌。

沈其文委员建议，立足资
源优势，打破县域界限，规划打
造重点产业集团。着力招引农
业龙头企业落户咸宁。

汪红梅委员建议，要向贫
困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
规，帮助他们实现从“要我脱
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两会期间，通山代表团在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就如
何打造特色小镇展开热烈讨论。

代表焦德胜说，特色小镇建
设要秉承高起点、高定位、高质
量的发展思路，精品化、规模化、
产业化的发展战略，延伸产业
链，全面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代表陈文斌建议，打造特色

小镇要结合地方实际，依托优势
资源，加速推进产业升级改造，
强化品牌建设，打响产品知名
度，同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特
色产业品牌的现代化运营。

加速打造特色小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慧

两会期间，通城代表团在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
就如何破除农村陋习展开热烈
讨论。

代表黄国良说，在农村，请
客送礼的人情债非常繁重，以
至于大部分家庭要把全年收入
的30-40%用于送礼。他希望
政府出面，有效约束逐日泛滥

成灾的人情债务。
代表黄晖说，从2007年开

始，他所在的瀛通通讯公司规
定：所有人员请客之前必须先
到行政部门登记，经审核同意
请客的，规定每份人情只准收
受20元——之后虽略有调高，
但还是不到100元。如今，公司
请客送礼的极少。

大力破除农村陋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娉

两会期间，政协第二联组
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吴
凤友委员建议加强中心城区公
园建设管理，呵护好城市氧吧。

吴凤友说，近年来，我市中
心城区加快发展，陆续建设了
一批公园，极大满足和丰富了
居民精神文化和生活需求，但
是存在建设理念有待创新、管

理体制混乱的问题。
为更好地呵护好城市的氧

吧，建议通过强化公园体系规
划。同时，创新管理体制，提升
公园管理水平；理顺管理体制，
实施统一管理；落实管理责任，
制订法规政策、制度以及技术标
准、操作规程等；完善公众监督，
推进公园规范运营、和谐发展。

加强城区公园建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两会期间，政协第八联组
（教育、医卫）分组讨论时，阚远
全委员建议，协同推进我市健康
扶贫工作，有效破解贫困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他说，去年，我市先后出台

一系列措施，率先在全省统筹推
进精准扶贫补充医疗保险举措。

他建议，在各县内新农合定
点医疗机构开辟精准扶贫医疗救
助绿色通道；免费定向培养、加强
继续教育、选拔医学毕业生、返聘
退休医务人员等多种渠道，加强
乡村医生后备力量建设，推进乡
村医生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全面
提升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协同推进健康扶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我建议加大农村电商的支持力
度……”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赤壁绿
购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绍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绿购电商成立于2014年7月，开
发有绿色展览交易基地电商平台绿
购网、移动版农产品商城绿购O2O，
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搭建多个合
作渠道。

郑绍方说，在咸宁，很多产品生

产商、合作社和农产品流通主体偏
向传统模式。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
在电商培训上加大引导和推动力
度，特别是对生产商、合作社及农产
品流通主体进行电商系统化培训，
把农村电商作为一项长远战略来规
划。

“目前，农村电商最大的痛点是
虽然本地有一些优质的产品，但产品
没体现出卖点，必须要有第三方专业

机构或公司来协助政府进行专业化
运作。”郑绍方说。

郑绍方建议，打造农村电商要品
牌化，注册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并
建立公共品牌准入制度。要组织化，
要有一个农村电商全产业链的思维，
分工协作体系清晰，目标和责任划分
明确。要融合化，将我市的旅游资
源、农旅资源优势和农村电商融合，
实现资源最大化变现。

郑绍方：农村电商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