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但其带来的数据
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全球每天有大量数据遭侵犯或泄
露，领域涵盖医疗、信用卡、财务数据、个人身份信息等。
下一步该如何加强数据安全方面的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移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郑杰：数据安全关系并影响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公

民个人隐私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当前，很多国家都已

通过制定法律和完善标准，对数据安全作出了规定，我

国也已将数据安全纳入国家战略保护领域。不过，目前

我国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政策文件法律效力偏低，相关规

定不够全面，体系化程度不够高，不足以从法律层面保

障数据安全。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数据安全方面的专

门法律，确立数据主权，保护“重要数据”，加强数据

出境安全评估，完善相关监管体系与处置机制，加强法

律责任界定。 （吴佳佳采写）

新疆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阿亚格乔拉克村

村民阿地力·库尔班：

“我捧回了脱贫光荣证”
本报记者 马呈忠

3 月 2 日是新疆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的“巴扎日”
（赶集）。阿亚格乔拉克村村民阿地力·库尔班早早就赶
到巴扎卖烤肉。“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越来越
有奔头了。”他笑着说。

阿地力家 2018 年实现了脱贫，他感到这些年来村
里一年一个样，如今，村里安居富民房漂亮舒适，宽敞
的水泥路从门口穿过。以前，阿地力家6亩地，一年的
收成仅够温饱。2018 年开始，阿亚格乔拉克村实施

“前有房、中有园、后有圈，周边还有大条田”的组合
式发展庭院经济模式。在不大的院落中，阿地力规划建
设了圈舍和菜地。今年，他打算丰富农作物的种类，多
种菜，养好牛羊，多渠道增加收入，让日子更红火。

伽师县胡杨牧歌种养殖科技有限公司是落户伽师县
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也是距离阿亚格乔拉克村最近的
企业之一。阿地力的妻子热孜完姑·麦海提在这里实现
了就业。

在阿地力院子里最显眼的地方，张贴着一张脱贫光
荣证。2018年12月，阿地力穿着节日盛装，捧回了脱
贫光荣证。他叮嘱妻子热孜完姑，每天打扫院子时，用
毛巾擦去光荣证上的尘土。

2018 年，新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好了，村民收入
也提高了。“以前，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日子还是很
贫困。现在，通过党的各项好政策，我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赚钱，还方便照顾孩子。现在村子发展更好了，教
育、医疗、住房都不用操心。只要大伙儿一起努力，未
来发展会越来越好。”阿地力满怀信心地说。

2019 年全国两会拉开大幕。家事、国事、天下
事，一系列事关你我工作、生活的热点话题在会内会外
引发共鸣。从今天起，本版推出“你呼我应”栏目。欢
迎广大读者通过经济日报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提
出您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将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为您作答。

问：随着经贸往来深入发展，新兴业态不断涌
现，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生物安全威胁不断
显现。今后该如何做好生物防疫、生物安全等方面的
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去年8

月份以来，我国多地相继确诊了非洲猪瘟疫情，这表明

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下一步，我国应该加

强国家生物安全顶层设计，强化国家层面的科学设计和

统筹布局，并配合“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合

作倡议，制定短期的和长期的战略。同时，建议国家在

立法层面对涉及前沿生物技术领域的行为进行统一规

范，进一步完善生物技术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在人才培

养方面，建议在高水平大学设立生物安全相关专业，开

设生物安全相关的必修课、选修课，积极储备、保障生

物安全的优秀人才。 （商 瑞采写）

问：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儿科医师短缺
的问题日益凸显，儿科医师面临收入低、工作量大、岗位
风险高、医患矛盾多等现实难题。下一步，应如何缓解儿
科医师短缺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郭玫：《中国

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017》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的儿科医师数约为12.8万人，而全国0岁至

14岁儿童数约为2.3亿，每千名儿童仅拥有0.55位儿科

医师，儿科医师严重短缺。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儿科学

科发展、儿科医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扶持，

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

科和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同时，加大儿科住院医师、专

科医师、儿童保健医务人员规范化培训，持续推进“儿

科强基层”医学教育，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儿童医疗服务

能力。此外，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儿

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

水平等，以稳定儿科医师队伍。 （陈发明采写）

“城市环境是大家的，需要大家
一起保护。”3 月 4 日，当记者见到全
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江
西客家人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金塘清
扫班班长陈隆梅时，她正在房间逐字
逐句地修改她的两会建议。

“履职一年来，虽然工作量大了，
身上的担子重了，但是我干得很开
心，因为这是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做实
事。”陈隆梅代表告诉记者，去年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后，她特别留心收集群
众的诉求，深深感到群众对优美城市
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为此，陈隆梅
代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城乡环境
治理的调研学习上，并认真写出加大
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方面的建议，得到
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一年来，南
康区积极开展“一年改变面貌”工作、

“白改黑”、“土改绿”和专项整治等工
作，城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参加完去年全国两会后，陈隆
梅代表就自觉加入到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中，以身说教，让贫困户成为脱贫的
主观能动者。她还主动帮助贫困户加
入清扫班。去年一年，陈隆梅代表所
在的金塘清扫班增至21人，每天每人
徒步清扫路程25公里左右，每天每人
完成清扫面积达10000平方米，每天
清扫班处理的垃圾达10000公斤。

“人民选我做代表，我就应该更
加关注民生。”陈隆梅代表说。今年
全国两会，她准备了加大城乡环境整
治等若干建议，“希望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

认真为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李景录 刘 兴摄影报道

说出您感兴

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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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 3 月 3 日，人大江西代

表团举行全体会议。陈隆梅代表

（左二） 就自己将要提交的建议与

同团代表进一步交流。

图②② 3 月 2 日，陈隆梅代表

（中） 来到北京建融保洁服务有限

公司开展调研。

图③③ 2月28日，陈隆梅代表

在赣州市南康区大街上清扫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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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时间到了！老百姓们盼些
啥？希望全国两会带来哪些“大礼包”？
经济日报记者走访各地干部群众，跟他
们一起聊聊心声，说说期待。

盼产业扶贫路更宽

“去年，参加我们合作社的贫困户百
分之百实现了脱贫！”江西省赣州市瑞金
叶坪乡合龙脐橙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小
红激动不已。

依靠产业扶贫改变农村面貌、改善
农民生活条件，是当地认准的一条路
子。2016年，赣州市推出了“产业扶贫
信贷通”金融扶贫政策，让贫困户能享
受贴息贷款，减少投入成本。

黄小红的合作社也从成立之初的 32
名社员、注册资金 20 万元发展到社员
152 名、注册资金 1001.5 万元、人均每
年合作社产业分红1000元。

“全国的农业合作社是个大家庭，能
够整合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每个专业合
作社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发展优势，但也
面临两大共性问题：缺少人才，亟待提
升管理水平；缺少抵押资产，银行贷款
仍是老大难。”黄小红说。

他对今年全国两会有两点期待：以
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选派大学生到合
作社就业或务工，帮助合作社提升管理
水平，同时加大基层辅导人员队伍建
设，解决合作社规范发展指导力量问
题；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突破资产抵押
难关，更大范围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流
转问题。

“我们也担心，脱贫摘帽后，扶持政
策会不会很快变了？”黄小红说，他希望
代表委员们在全国两会上帮着呼吁，脱
贫不能脱政策，很多产业才刚刚起步，
像“产业扶贫信贷通”这样的好政策最
好多持续一段时间。

在山西隰县习礼村，村党支部书记
闫云海切实尝到了电商扶贫的甜头。

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习礼村的人
均收入一度是隰县的倒数第一。15 年
前，闫云海接触到了以库尔勒香梨为母
本、河北雪花梨为父本杂交杂育而成的
玉露香梨，以此带领村民走上了种梨致
富的道路。

好梨是种出来了，可是怎么吆喝怎
么卖，闫云海又犯了难。2016年，苏宁
公益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电商扶贫
品牌来到隰县，选了 6 个村定点扶持，
帮助优质农产品“触电”，让贫困地区形
成自我造血能力，这其中就有习礼村。
通过在隰县落地扶贫实训店，就业和营
销技能培训又在当地扎了根。

“我希望，全国两会能够更多地关注
电商扶贫和精准扶贫，让更多的电商企
业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
让好产品卖得出去、卖得上价。”闫云
海说。

望托底保障网更密

“不用再舍近求远跑大医院了，家门
口的镇级医院看病一样好！”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的医共体改革试点，让58岁的
退休干部赵素兰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共体位于柯
桥区的钱清分院，赵素兰特地向来坐
诊的专家咨询前列腺增生手术后的注
意事项。

市县级医院人满为患，乡镇医院门
可罗雀，为了改变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
状况，浙江省于 2017 年底开始了首批
11个医共体试点单位建设，其中就有柯
桥区。

以 3 家区级医院为龙头，分别与
16个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组
建为 3 个医共体，推进医疗资源、医疗
服务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通过一年试
点，柯桥区乡镇基层医院开放床位数、
住院人数同比分别增长 6.45%、5.07%，
业务收入增长13.61%。

“绍兴市中心医院离家远，病人又
多，之前每次去挂专家号都得提前预
约，一去就要大半天，现在家门口就
能见到专家了。”长期关注医疗的赵素
兰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是加强现行
医保政策对分级诊疗的正向引导，完
善医保支付，让医保支付制度发挥杠
杆作用，让小病留在基层；二是加强
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配备，进一步提
升诊疗水平，基层医院要靠技术、靠
本领才能留住病人；三是医共体的牵
头医院要带好大家庭的“头”，织好医
共体这张网。

和赵素兰一样，湖北省咸宁市通山
县南林镇石门村的黄成虎也切实享受到
了政策的实惠。

29岁的他因患尿毒症做了肾移植手
术，每个月光抗排异药物就得花费7000
多元。2017年7月1日,咸宁市在全市范
围内启动了精准扶贫补充医疗保险理
赔，与基本医保对接，自此，黄成虎的
抗排异药物花费能报销70%以上。

如今，他成立了湖北小虎新零售有
限公司，在家里养殖土鸡等农产品，希
望把咸宁的土特产卖向全国，获得更多
的就业机会，把社会保障这张网织得更
密一些。

想让美丽乡愁留住

天气刚转暖，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区柳泉镇北村的水街工程就已动工，
村党支部书记刘广铎说：“今年，村里
将在污水处理、厕所革命、绿化美化
等方面再加把劲，打造微山湖畔最美
小渔村。”

地处微山湖畔的北村原先是个偏
远贫穷的小渔村。近年来，村里认真
践 行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理
念，关闭了境内所有采石场，恢复生
态，深挖湖光山色“富矿”，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业。去年，区、镇两级总投
资 1000 多万元加大北村治理打造，实
施了人居环境整治，村里村外全部铺
上了柏油路，还坚持不拆老房、不砍
老 树 、 不 迁 老 户 ， 尽 量 保 留 和 凸 显

“山村味”“渔家味”，形成独特的苏北
山村特色风貌。

在建起游船码头、添置 15 条游船、
办起18家“渔家乐”与“乡里寒舍”精
品民宿后，北村的生态旅游搞得风生水
起。目前，全村2000人中有500多人吃
上了旅游饭，去年村里的人均收入突破
25000元，旅游业给村集体带来了80万
元收入。

对于今年全国两会，刘广铎充满期
待。他希望中央和地方继续加大农村基
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补短板、惠民
生，实现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大力推
广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对养殖
场要有具体管理措施，农厕改造建设方
面加大投入力度，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
理及人居环境治理的费用问题有更明确

的政策保障措施。“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农
村人居条件、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同步
建设，实现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
生活‘三美融合’，绘就农村发展新画
卷。”刘广铎说。

吃上生态饭，这是最公平的福利，
也是最长远的福祉，刘广铎说，“北村一
定会努力把美丽的乡愁留下来”。

各地干部群众高度关注全国两会——

期待更多民生“大礼包”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薛海燕

上图 2018 年 9 月

初到 11 月底，浙江省

绍兴市的“就业专列”

驶入全国 200 余所知名

高校举行招聘会，吸引

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到绍

兴就业。

徐晶锦摄（中经视觉）

左图 1 月 30 日，

在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

陡山乡易地扶贫搬迁点

金山新村，驻抱庵村扶

贫队员和村干部一起帮

助贫困户鲁怀周(右)悬

挂大红灯笼，喜迎新年

到来。

晏美华摄（中经视觉）

右图 3 月

4 日 ，安 徽 省

肥东县八斗镇

八斗社区医务

人员正在为当

地群众开展签

约服务。

许庆勇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