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张家胜代表表示，宜昌管住
斧头、守住山头、护好源头，打好
碧水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净土
持久战。人民群众期盼的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鱼翔浅底景象
正逐步重现峡江大地。

张家胜代表介绍，宜昌强力

推进沿江134家化工企业“关改
搬转”，推动化工产业向高端化、
精细化、循环化、绿色化发展，单
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8%、地
耗下降 5%、水耗下降 7%。同
时，宜昌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
和生态修复新举措：出台国内首
个地级市环境总体规划，实施

《长江宜昌段生态环境修复和综
合治理总体方案》，在全国率先
实行河湖长制，市内 183 条河
流、11 个湖泊实现“市县乡村”
四级河长全覆盖。

张家胜代表说，过去一年，
宜昌收获了天蓝、水清、地绿，人
民群众有了更多幸福感。长江
干支流两岸岸线复绿178公里，
生态复绿 3.95 万亩；宜昌城区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74 天，同比增加 16 天；长江、
清江等重要河流国考、省考断面
水质保持优良。

（郑明桥 柳 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农村儿童的健
康水平越来越受到关注。冀永
强委员说：“提高贫困地区农村
儿童健康水平，对于打破贫困代
际传递、打赢脱贫攻坚战至关重
要，亦是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
重要抓手。”

“这个问题对贫困地区农村

脱贫攻坚及长远发展、人民群众
幸福感的稳步提升形成了威
胁。”冀永强委员表示：“农村儿
童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身体
健康受到损害；部分削减了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成效；儿童
健康问题可能造成贫困代际传
递，增加扶贫的难度。”

冀永强委员建议，从社会
教育、市场监管、产业支撑 3 个
方面入手，三管齐下共同改善
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健康水平。
一是开展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
养与食品安全教育。二是深入
开展贫困地区农村儿童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查
处贫困地区农村特别是中小学
校周边销售不合格劣质食品的
行为，治理整顿不合格儿童食
品的生产商和批发商。三是加
大农村儿童营养健康食品有效
供给。 （雷雨田）

“现在，不仅我们看病能报
销药费，每个月国家还发给老人
100 元‘零花钱’。吃穿住行都
不愁的幸福生活过去做梦也没
想到，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来自
甘肃省临夏州的马邦河委员告
诉记者。

“保安族是少数民族，人口
只有 2 万人左右。党的十八大

以来，保安族群众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吃水、住
房、上学、看病等条件大幅改善，
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幸福
生活！”马邦河委员介绍，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保安族曾
长期遭受压迫。1952 年，保安
族正式被确认为我国56个民族
之一，并成立了保安自治乡人民
政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于 1981
年成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保安族与各族人
民一道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2017 年 ，临 夏 州 被 列 为
‘三区三州’重点扶持对象，国家
通过了临夏州扶贫方案，未来 3
年将有投资 100 多亿元的项目
落户临夏。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必
将加快全州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步伐。”马邦河委员说。

（吴 浩）

“现在，邯郸各地的卫生
院、卫生室都设立了‘健康小
屋’，省内三甲医院的专家也经
常到村里和社区坐诊、培训医
生、举办专题讲座。在家门口
就能看病，老百姓体会到了满
满幸福感。”刘贵芳代表告诉记
者，近年来优质医疗资源不断
下沉，提高了基层的医疗服务

水平，也使看病难问题得到了
缓解。

刘贵芳代表说，如今农村
医保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民
看病费用，给人民群众带来了
实惠，尤其是贫困户负担大大
减轻了。比如，贫困户通过申
报门诊重症慢性病，可报销
90%以上医疗费。

2013 年 ， 刘 贵 芳 代 表 筹
资建成了医养结合新模式养老
院，养老院突出公益性，“五
保户”老人可免费入住。刘贵
芳代表建议，把农村闲置的、
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与农村的
乡镇卫生院和其他医疗机构整
合，赋予其养老功能。此外，
大力推广农村居家养老模式，
将“家庭病床”列入医保报销
范围，实现“小病不出村，常
见 病 不 出 乡 镇 ， 大 病 不 出
县”。

（周明阳）

“如今，山东邹城市2万多
户群众已经用上了我们生产的

‘蓝天煤’‘蓝天炉’，既过了一
个温暖、清洁的冬天，同时也
没有增加经济负担，幸福感大
大增强。去年，我们还在济宁
市建设了2个应用示范点。”李
希勇代表说，为治理燃煤大气
污 染 ， 兖 矿 集 团 投 资 近 3 亿

元，实施了“蓝天工程”。
李希勇代表告诉记者，生

产“蓝天煤”的兖矿蓝天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宿煤
矿。通过提前布局清洁煤产
业，原本要被淘汰的北宿煤矿
完成了新旧动能转换“无缝衔
接”，端上了可持续发展的“绿
饭 碗 ”， 职 工 的 幸 福 感 油 然
而生。

李希勇代表介绍，目前兖
矿集团不仅构建起全过程煤炭
清洁利用技术体系；在生态治
理方面，还将以邹城、兖州成
片82平方公里塌陷地为规划范
围，利用采煤塌陷形成的地形
地貌，深改湖、浅造田，创建
生态修复和传统产业转型最佳
实践区、山水林田湖草相融的
全国生态示范区，全面促进煤
炭资源开发和矿区生态文明建
设协同发展。

（王金虎）

“边疆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扶
贫攻坚，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生活更加幸福。”权贞子委员表
示，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
和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
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边疆民族地区正在脱贫工
作中积极探索。权贞子委员
说，延边州各县 （市） 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贫困村
村民自身脱贫“造血”能力，
采取多种举措提高农民素质，
增加农民知识储备，适应现代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同时，结
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
宜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高
效农业产业项目，提高土地收
益，努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农村发展。

“延边的贫困乡镇村屯将结
合自身特点与实际，积极推进
产业项目，巩固脱贫成效，打
牢摆脱贫困的根基。去年底，
延边州还专门举办了延边州脱
贫攻坚成果展暨扶贫农特产品
展销会，展示产业扶贫工作取
得的成果。”权贞子委员说，
2019年，要让延边人民共享脱
贫的幸福成果，对标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刘 瑾）

“我从事教育多年，深深
感受到教育给人民群众带来的
幸福感是多方面的。”孔庆菊
代表说，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
度，可以从每年对教育的大量
投入上体现出来。青海是高海
拔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但对教
育的投资却每年都在不断增
加。青海每年把财政约 70%的

收入用于教育等民生领域，教
师社会地位和社会福利得到了
提高。

孔庆菊代表表示，现在学校
学生入学率、升学率每年都在提
升。以门源县为例，全县适龄儿
童入学率、学生升学率是建县70
年来最高的。政府重视、社会捐
资助学、家长全力支持，共同营
造了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幸福感得
到了极大增强。

孔庆菊代表建议，希望国
家加大对青海省学前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设立贫
困地区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
专项资金，形成中央、省级和
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的政府购买
岗位服务机制，逐步缩小学前
临聘教师与公办教师待遇差
距，稳定贫困地区学前教师
队伍。

（马玉宏 石 晶）

“只有真心地热爱教育，才
能真正地关爱学生，也才能在
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收获幸福
感。”作为一名有 30 年教龄的

“老教师”，王家娟代表表示，
她教过 3000 多名学生，做教
师真的很有成就感。

王家娟代表表示，随着我
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

加强基础教育，目前我国教师
的工资待遇水平较以往有所改
善，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自
豪感也有所提高。作为一名人
民教师，她备感光荣。

王家娟代表说，下一步，
在修改教师法时，应将提高教
师待遇和应有福利作为重要内
容加以规范和保障，尤其是要
让那些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基
层岗位、艰苦岗位工作的人民
教师有“教好书、育好人”的
动力。此外，教师的安全也应
该得到保护。

王家娟代表还建议，要大
力培养一支高素质教师人才队
伍，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完善
体制机制保障，吸引越来越多
优秀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
生投入教师队伍，为解决大班
额等问题提供充足的师资力
量。

（温济聪）

图① 2 月 25 日，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

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

开学第一课上展示自己

制作的春节主题作品。

王培珂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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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3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濂

溪蔬菜基地，金色菜花竞相绽放，田畴纵

横，将乡村装扮得格外漂亮。

何红福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