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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村里的污水管
网全部建成，家家户户通上了天
然气，还建起了总面积约 50 亩
的农民公园，村民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张林顺代表说。

张林顺代表告诉记者，常口
村是福建一个小山村。1997年，
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大约 2000
元，村集体收入不到3万元。20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
支持下，常口村充分利用本地资
源优势，先后引进了鳗鱼养殖、
林木加工、松脂加工等一批企
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村里的
剩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村
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张
林顺代表说，2018 年村民年人
均纯收入达到 2 万多元，村集
体收入达到 106 万元，村民过
上了小康生活。村里还花了大
力气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
同时通过设立“成才榜”等方
式，积极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

张林顺代表告诉记者，随着
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常口村村
民的观念也在加速转变。目前，
村里正在筹划带领全村人民做
好乡村生态旅游，让村民既守好
绿水青山，也能通过发展旅游业
增收。 （林火灿）

“去年，我当上了全国人大
代表，又圆了多年的‘大学梦’，
收获太大了。”王建清代表说。

2018 年 1 月份，王建清在
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个月后，作为一名全国劳动模
范，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推荐，王建清代表在他 47 岁

之际，成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
模本科班2018级学员之一。

“国家越来越重视对技能人
才的培养。”王建清代表说，湖
北启动了“湖北工匠”选拔活
动，获评十大“湖北工匠”的人，
每人将获得由湖北省颁发的
50 万元奖励。目前，湖北省还
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实施技能
人才振兴计划建设技能强省的
若干意见》。

王建清代表认为，技能人才
成长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呵
护，加大竞赛选拔和表彰宣传力
度，能够让更多的技能人才快速
成长，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动者增
强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和争做技
能人才的自豪感，在全社会营造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的时代风尚，提高技能人才社会
影响力，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提供人才保障。

（陈果静）

“科技创新让老百姓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也让国家有更大的
发展动力。作为一名一线科研
工作者，看到我国科技水平日新
月异，感到非常自豪。”吴智深委
员表示。

当前，新材料、新能源、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
正在与老百姓的工作、生活深

度融合。这些科学技术为人们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我从事的
玄武岩纤维技术研究看似‘高
大上’，实际上广泛应用于土建
交通、汽车和能源等与生活紧
密 联 系 的 领 域 。”吴 智 深 委
员说。

吴智深委员通过长期研究
和调研发现,玄武岩纤维的强
度、刚度及耐腐蚀性能都远超
过玻璃纤维，生产能耗仅为碳
纤维的十六分之一，价格也相
对低廉，而且我国玄武岩的产
量约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如
果另辟蹊径抢占全球市场，将
有力助推我国高技术纤维产业
的发展。”目前，由吴智深委员
带领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已
逐步进入产业化生产阶段。他
希望在三五年内，可以在土建
交通、能源环境、汽车航空等领
域广泛应用，从而切实提高百
姓获得感。 （常 理）

罗鹏代表认为，卡车司机
与中小型物流企业经营者在全
国总人数超过 3000 万人，承担
了国内 70%以上的货运总量，
但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经营条
件都很艰苦。为了提高这部分
群体的获得感，在国家各级部
门的支持下，2018 年货车帮公
司通过大数据为这部分群体画

像，系统性地开展了各项服务
创新。在交通运输部指导和支
持下，全国试点成立“司机之
家”，在各个物流节点城市为卡
车司机提供便宜、便利的停车、
住宿、餐饮一体化服务，在提供
更好生活、工作条件的同时，一
年能为卡车司机节省数千元；
在国家银保监会的指导和支持
下，卡车司机和中小物流企业
还能享受到便利的定制化金
融、保险服务。

目前，第一个货运行业的
司机工会试点在贵阳正式成
立，让卡车司机有问题、有困难
能够找组织解决。全国第一个
货运行业“人民调解室”正式挂
牌运营，在线调解、解决卡车司
机与物流企业之间的纠纷。另
外，卡车 ETC 发卡量超过 220
万张，为卡车司机和物流企业
节省约 5%的通行费成本。

（王新伟）

回顾一年来的履职经历，
让姜成英代表最有获得感的，
是自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所提
有关发展油橄榄产业的建议得
到 了 国 家 有 关 部 委 和 社 会
关注。

“油橄榄引入我国时间短，
目前相关科研储备不足，存在一
些技术瓶颈。”姜成英代表告诉

记者，针对这个问题，她去年在
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建议，目前，甘肃省已加大了对
油橄榄产业的推介力度。科技
部、国家林草局也将油橄榄作为
重要的经济林树种，纳入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主要经济作物优质
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
专项。

近几年，姜成英代表明显
感到国家对科技创新工作越
来越重视，地方上也在出台一
些扶持激励政策。“比如，我们
院的油橄榄栽培及加工国际
合作基地被新认定为‘省级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根据有关
政策，我们获得了 50 万元补助
资金。”同时，甘肃省给予优秀
人才一定的人才津贴，去年又
增加了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津贴，激励省内现有人才干事
创业。

（陈发明）

增加收入和身体健康与人民
群众获得感息息相关。王滨委员
说，2018年我国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国家推出提高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增加教育和赡养老人
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保障义务
教师工资待遇等一系列举措，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王滨委员表示，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不仅体现在增加收
入上，而且体现在减轻群众医疗
负担上。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以下
简称“税优健康保险”），保险业也
积极响应，但近年来税优健康保
险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业界预
期。对此，王滨委员建议，应尽快
解决税优健康保险“叫好不叫座”
的困境，推动税优健康保险顺利
发展，提升百姓获得感、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持。

王滨委员建议，一是提高税
优健康保险税收优惠力度，并探
索建立税优额度的动态调节机
制。二是简化税务操作手续，提
高税收优惠抵扣的便利性。三
是丰富产品形态，放宽个人账户
使用限制，提高政策灵活度。四
是赋予保险机构更大的业务经
营空间，更好调动保险机构能动
性。 （周 琳）

翟美卿委员一直关注税负问
题。继去年关注了“降低企业税
负”之后，今年全国两会她关心的
是如何降低高端专业人才的
税负。

“税负较高往往难以满足高
端专业人才的收入预期，削弱了
我国对高端专业人才的吸引力；
同时，税收的转嫁又抬高了相关

企业尤其是以高端专业人才成
本为支撑的新兴产业用工成本，
削弱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翟美卿委员说。

针对我国对高端专业人才
的需求日益急迫这一现状，翟
美卿委员建议从国家层面对高
端专业人才实施减免个人所得
税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引
进和留住各类高端专业人才。
一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个人所
得税法，降低高端专业人才个
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升
最高累进税起征点，同时相应
提高各层收入水平累进税率的
起征点。二是通过退税或财政
返还形式补贴高端专业人才个
人所得税支出。建议国家以退
税形式与地方政府一起承担吸
纳高端专业人才的资金，将超
过一定税负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退还给高端专业人才。

（姚 进）

“2018 年 1 月 份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提出要抓住关键环节，破
解发展瓶颈，提高教师地位待
遇，这对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重
大利好。”梁留科委员说。

去年 9 月份，由洛阳师范
学院组织申报的“中原地区枣

产业国家创新联盟”获批成为
国家首批林业和草原国家创新
联盟，是同时获批成立的 92 个
创新联盟依托单位中唯一一所
地方院校。

“近年来，我们每年都选派
百余名学生到新疆哈密支教，目
前以枣科技研发为主的科技援
疆已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地群众
和支教学生都有很大的获得
感。”梁留科委员告诉记者，未
来中原地区枣产业国家创新联
盟将瞄准枣产业发展关键技术
问题，加强产学研紧密合作，服
务我国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枣
产业发展。

洛阳师范学院还与河南省
共建了“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研究院”，为地方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梁留科委员认为，在
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创新能力、
提高百姓获得感方面，高校大有
可为。 （熊 丽）

图① 市民在广西南

宁国际会展中心与一款教

育机器人互动。机器人、

无人机、VR 技术等新兴

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众

多市民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图② 3月2日，在贵州榕江县忠诚镇王

岭村砂糖橘种植基地，果农在装运砂糖橘。

近年来，榕江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保住

绿水青山的同时，大力发展特色优质果品种

植，助力群众脱贫增收。

蒋佐仙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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