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老区人民千方百计抓经济
建设、改善百姓生活，家乡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大代表、福
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街道西安村党
委书记章联生说，几年来，老区人民牢
记总书记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

如今，龙岩的 7 个县（市、区）都通
了高速公路，5个县（市、区）通了高铁，
县县（市、区）通高铁的愿望即将实现。

“过去，从龙岩坐火车到北京要 2天，现
在只要10.5小时，早上出发晚上就可以
在北京吃晚饭了。”章联生代表兴奋地
说，现在的医保社保政策也非常好，老
百姓看病便宜了；再没听说哪家的孩子
上不起学了。

“这些年来，乡亲们的思想观念发
生了很大转变，大家更自信，也更加苦
干实干，日子越来越好。而且，各级党
委在扶贫‘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精准

‘造血’，推动各地因地制宜，‘靠山吃山
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全国人大
代表、福建省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后门坪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雷金玉说，
在福建福鼎市赤溪畲族村，之前的道路

“九转十八弯”，自从牙城到赤溪的公路
通车后，到高速公路路口只要 10 多分
钟。交通方便了，乡村旅游也发展起来
了，村集体年收入能达到100万元。

“总书记当年亲力亲为推动连家船民
上岸，这些船民上岸后都住进了宽敞的楼
房，福安市溪邳村的群众搞起了渔业养殖、
运输、加工，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元，实
现了总书记当年提出的‘搬上来、住下来、
富起来’的要求。”雷金玉代表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大
力倡导推动山海协作。“这项工作现在也
已经开花结果，我们闽西7个县（市、区）
和厦门的各个区都签订了合作协议。闽
西的老百姓不用再到外地去，在家门口

附近就可以就业了。”章联生代表说。
“得益于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的建设发

展，龙岩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
务、生态协同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龙岩市委书记许维
泽说，依托厦龙山海协作经济区、晋江（长
汀）工业园区、武平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平
台，去年以来共签订闽西南五市区域合作
项目87项，项目总投资167.24亿元，实际
利用市外资金154.43亿元。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将继续积极融
入、主动作为，以福州都市区和厦漳泉
都市区为引擎，推进闽东北、闽西南两
大协同发展区加快发展，围绕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产业配套协作、公共服务资
源共享、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等重点领
域，积极推进协作机制建设、项目实施、
规划编制等工作，协同发展区建设成效
初显，形成双轮驱动、南北互动、协调推
进、统筹发展的良好格局。

在扶贫“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精准“造血”——

苦干加实干 脱贫显实效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薛志伟

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
做好“三农”工作，对河南具有重要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人大河
南代表团引起热烈反响，代表们表示将
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落实总书记指示
精神，切实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
统筹谋划和推进。

“周口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市，基础
差、底子薄、欠账多。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为我们践行乡村
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周口市市长丁福浩表示，周口将坚
持高质量发展的总方向，以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为总方针，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因地制宜、分步推进乡村振兴。

按照这一思路，丁福浩代表认为

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远”
和“近”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
长期战略，有“三步走”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周口将按照这一长远目标，遵
循规律，稳扎稳打。当前，最为紧迫的
就是打好脱贫攻坚战，这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基础和优先任务。对此，周口
将坚定决心，全力以赴，确保按时实现
脱贫。二是处理好“城”和“乡”的关
系。城市和乡村是相辅相成的。周口
的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承载力、吸引力
不足，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42.82%。因此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
是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
顶层设计，河南省委、省政府也制定了
规划，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好。同时，周

口将坚持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绝不
“一刀切”，也不照抄照搬。

“回去后，我们要按照总书记关
于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下 大
功 夫 确 保 农 业 农 村 不 掉 队 、二 产 三
产 奋 争 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洛
阳 市 市 长 刘 宛 康 说 。 据 介 绍 ，2018
年数据显示，洛阳有 6 个贫困县需要
脱贫摘帽，即便今年上半年 4 个县能
通过验收、实现脱贫摘帽，2019 年洛
阳还面临近 6 万人需要脱贫、2 个县
摘帽的艰巨任务。刘宛康代表表示，
洛阳作为全国区域性中心
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
城市，将牢记总书记
嘱 托 ，奋 勇 争 先 ，
为 全 国 全 省 作 出
应有贡献。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分步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不掉队 二产三产奋争先
本报记者 夏先清

3 月 11 日上午，全国政协工商联界
别举行小组会议，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行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税务
总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
建议。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尤
其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委员们讨
论的热点。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建议，清理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悖于平等保
护的规定。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
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
高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成本，依法依规
惩治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品牌商
誉保护，激发民营企业新产品研发和创
新活力。

“我同意南存辉委员刚才的建议，要
大幅度提高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上
限。”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高科技控股集

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说，从他掌握的数
字看，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赔
偿基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内，而美国的
专利诉讼案件赔偿的中位数是 1020 万
美元，“如果犯罪成本太低、获利太高，等
于变相鼓励知识产权侵权，这会影响我
们的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
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企业的诉求可
谓非常强烈。员工正常流动不是大问
题，但问题严重之处在于有些高科技企
业的员工频繁跳槽，他们到一个企业干
上几个月，掌握了企业的技术秘密、商业
秘密后就跳到其他企业去。

“现在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发现这门
道了，从竞争对手那里直接挖人，不自己
投入了。比如挖人时说，你在那儿年薪
30 万元，到我这儿给 60 万元。是因为
这个人的技术水平值 60 万元吗？不
是，是因为他身上带的秘密值60万元。”

黄立委员认为，如果知识产权不能得到
有效保护，将导致真正创新的企业不愿
投入、不敢投入。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行政和司法
保护与产权保护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
大差距。”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陈放认为，产权保护还需要做很多
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加强知识产权方
面，建议加强知识产权的行政监管和执
法保护，加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和知识
产权法院受理案件的力度，提高知识产
权侵权违法的成本。针对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
申请的快速审查工作，加大探索力度。
同时，加快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

委员们的这些意见建议得到在场相
关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回应。“大家非常关
心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国
际性的话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唐军认为，这些年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效

是明显的，乱象得到一定治理，但知识产
权保护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包括立法
要更完善，执法要更严，此外还有一些具
体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现在的关键，是
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保护民营企业
产权以及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益高度重
视，一年多来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推出了
一些典型案例，都给社会释放了信号，那
就是要对企业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各
地法院也不断推出一系列案例。但是和
各位委员的期待可能还有差距，还要加
大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贺小荣表示，“过去，我们的民事赔
偿一般是补偿性的，但是知识产权保护
涉及整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应该是有惩
罚性赔偿的。”

“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立法完善；另一
方面，将在司法解释范围内能做到多大
程度一定做到多大程度，让惩罚性赔偿
落到实处。”贺小荣说。

让知识产权“护航”民企发展
本报记者 熊 丽

吉林白山市市长王冰代表：

生态白山呈现山水画卷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白山市森林覆盖率达
84.1%，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但一直以来打资源牌走不
出砍林卖木、毁林开矿的怪圈。“遵循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白山市将打好绿色发展‘五张牌’，以建设中国绿
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为抓手，走出一条高质量
发展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白山市市长王冰说。

第一张牌，是绿色有机牌。中国绿色有机谷的概
念是将白山特产全部纳入有机生产，包括人参、食用
菌、药材、有机蔬菜、肉类、水果、蜂蜜、冷水鱼，对之统
一规划，标准化种养，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品牌
增值，整合增值。第二张牌是资源加工牌。例如传统
的工业产品比如硅藻土，将作为新型矿产资源，深度
开发，在食品、药品的过滤功能上加大开发力度。第
三张牌是全域旅游牌。山水画卷，生态白山，是白山
旅游的独特魅力。当地老百姓愿意去游玩的景观大
体有 125 处，可以形成全域旅游格局。第四张牌是营
商环境牌。优化营商环境是与保护绿色生态环境同
样重要的工作，白山市将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
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第五张牌是数字信息牌。
白山市将在产业提升和发展中，逐步建立起信息产
业，包括智慧旅游等。

河南三门峡市市长安伟代表：

万只白天鹅“唱响”美丽环境

“白天鹅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对空气质量和水质极
为挑剔和敏感。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三门峡黄河湿地
已成为白天鹅的越冬栖息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三门
峡市市长安伟介绍，去年冬季在黄河库区湿地栖息越冬
的白天鹅达到1万只，占全国越冬天鹅数量的二分之一，
成为全国天鹅越冬最集中的区域，也让白天鹅成为三门
峡最亮丽的城市名片。

“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同步改善、协调发展。”作为三门
峡市市长，安伟代表晒出了 2018年环保成绩单：优良天
数、PM2.5和PM10年累计平均浓度分别排名全省第2、3、4
位，空气环境质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省前列，其中空气优良
率63.3%。

作为河南省矿产资源大市，能在短短两三年间取得上
述好成绩实属不易。“我们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并重，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安伟代表
介绍，三门峡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5.2亿元实施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项目32个，已恢复治理面积2140.2公顷。

辽宁沈阳市政协主席韩东太委员：

变冰天雪地为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沈
阳市政协主席韩东太表示，沈阳市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建议在发展冰雪旅游中更加注重从供给侧
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挖掘文化内
涵，实现冰雪旅游硬件设施的改造升级，深度开发冰雪旅
游资源，提升冰雪旅游产品竞争力，培育冰雪旅游产业经
营主体；另一方面着力打造冰雪旅游产业文化品牌，不断
丰富冰雪旅游的载体功能，推动冰雪旅游与历史、建筑、
生态等有机融合，促进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装备、冰
雪文化加快发展。

韩东太委员表示，切实把沈阳的生态优势、冰雪优
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要加快发展“旅游+文化”，提
升产业层次。整合资源优势，以冰上舞蹈、芭蕾、杂技
等为基础，创作冰雪艺术精品，广泛开展“冰雪灯会”

“冰雪摄影”等文化活动；要加快发展“旅游+体育”，设
计雪橇、冰帆等非专业活动，引导游客开展体验式冰雪
运动；要加快发展“旅游+教育”，依托大专院校建立冰
雪人才培训基地；要加快发展“旅游+时尚”，推动冰雪
活动向时装表演、绘画艺术、美景美食等更多领域延
伸。“我们相信，这些工作日积月累，冰雪旅游经济一定
会在沈阳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韩东太委
员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

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

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

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努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代表委员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夏先清 温济聪 孙潜彤

要做好革命老区要做好革命老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

脱贫奔小康工作脱贫奔小康工作。。今年是新中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国成立 7070 周年周年，，要饮水思源要饮水思源，，决决

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要梳要梳

理排查理排查、、抓紧工作抓紧工作，，确保老区苏确保老区苏

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一个都不掉队一个都不掉队。。要坚持精准扶要坚持精准扶

贫贫、、精准脱贫精准脱贫，，找到问题根源找到问题根源，，增增

强脱贫措施的实效性强脱贫措施的实效性。。

——2019年33月月1010日日，，习近平习近平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

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乡

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人才振

兴兴、、文化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组织振

兴的全面振兴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生态宜

居居、、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治理有效、、生活富生活富

裕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2019年33月月88日日，，习近平习近平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

代表团代表团审议时审议时指出指出

右图 3月10日，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在驻地举行

小组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丁小岗（前排右一）发言表示，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的重要

讲话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下图 3月13日上午，人大甘肃代表团举行会议，

审议“两高”报告。会议间隙，全国人大代表马利民（右

一）与同团几位代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

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