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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員直面民生痛點
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承諾出招提高社會保障 改善百姓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汪洋 13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看望了
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報道
工作的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日
報、人民政協報、中國新聞社等中央主
要新聞單位以及中國政協雜誌社的負責
同志和編輯記者代表，向參加大會報道
的新聞工作者表示誠摯慰問和衷心感
謝。他察看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5G+
4K 超高清節目演示情況，對總台運用
高科技手段報道兩會，並推動超高清產
業發展予以充分肯定。

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今年的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社會事業，更好保障
和改善民生，滿足群眾多層次多樣化需求。針對如
何解決民生領域存在的難點問題、滿足人民日益
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席此次全國兩會的各地
黨政主官直面民生痛點，積極回應民生關切，
並承諾推出民生新舉，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

「必須抓好普惠性民生，要突出熱點性民生，
着力解決『無籍房』等熱點難點問題，把

人民群眾所急所盼的問題解決好。」吉林省委書記
巴音朝魯表示，要主動回應人民群眾關切，真抓實
幹，逐夢奮鬥，讓民生工作成色更足，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
活。他強調，聚焦兜底性民生，推動就業優先政策
全面發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救助體系，保障好
生活困難人員基本生活。
在西部直轄市重慶，城鄉差距明顯，鄉村環境衛
生狀況還不平衡。重慶市市長唐良智承諾，重慶會
扎實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加快補齊農村基礎設
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短板，努力實現產業興、百姓
富、生態美有機統一，讓廣袤農村成為記得住鄉愁
的美麗家園。

談脫貧：保障教育醫療住房
「要打好教育醫療住房『三保障』硬仗，嚴防因
學致貧返貧、因病致貧返貧，讓每戶家庭住上安全
的房子。」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也表示，教育、醫
療、住房「三保障」提升了民眾的獲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必須強抓不懈。
對於不發達地區而言，脫貧是最大的民生。作為
典型貧困省份的主官，孫志剛直言，「貧困不除、
愧對歷史，群眾不富、寢食難安，小康不達、誓不
罷休。」他矢言，2019 年是貴州脫貧攻堅的決戰
之年，將奮力奪取決戰之年的根本性勝利，讓貴州
延續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
西北大省甘肅也是內地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
甘肅省委書記林鐸說，脫貧攻堅已經到了決勝衝刺
階段。必須增強進入倒計時的緊迫感，提振拚搏打
硬仗的精神頭，堅定信心不動搖，咬定目標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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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出席全國兩會的地方主官直面民生痛點
出席全國兩會的地方主官直面民生痛點，
，承諾推出新舉改善民生
承諾推出新舉改善民生。
。在貴州
在貴州，
，
脫貧攻堅要打好教育醫療住房「
脫貧攻堅要打好教育醫療住房
「三保障
三保障」
」硬仗
硬仗。
。圖為貴州黔西縣哈沖組的孩子
們通過易地扶貧搬遷，
們通過易地扶貧搬遷
，求學之路
求學之路「
「天塹變通途
天塹變通途」。
」。
資料圖片

鬆，整治問題不手軟，落實責任不鬆勁，轉變作風
不懈怠，從嚴從實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

談生態：不為 GDP
「竭澤而漁」
環境質量也是重大民生關切，民眾無不渴望天
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在天津團開放時，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坦言，天
津河、湖、海、濕地的污染情況比較嚴重。他透
露，為此天津以壯士斷腕般的勇氣調整了總體規
劃，在天津中心城和濱海新區中間劃出了 736 平
方公里作為生態屏障帶。天津市市長張國清補充
說，這裡原本是發展建設用地。「過去是準備拿
這塊地掙錢的。」
天津現已關掉逾兩萬家「散亂污」企業。李鴻忠
表示，兩萬家「散亂污」企業如果不關掉，可形成
幾百個億（人民幣，下同）的 GDP；736 平方公里
如果繼續開發，那就是幾千億、幾萬億的經濟產
出，「但那是暫時的、短視的，是竭澤而漁。」
長江流域生態健康涉及沿江兩岸數億群眾的生存
安全。湖北是長江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湖北省委
書記蔣超良也表示，必須堅守長江流域重要的水源
涵養地和國家重要生態屏障，堅持生態優先一寸不
讓，綠色發展半分不鬆。

談辦事：落實
「最多跑一次」
此外，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一
直令民眾深受其苦。在上海團開放日現場，上海市
市長應勇提出，今年，將在上海市新增 100 項民生
服務事項全市通辦，「經過努力，讓企業、市民到
政府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另有多個省份的黨政
主官提到，將進一步落實「一次辦好」、「最多跑
一次」改革，打造群眾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地方主官金句
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
着力解決「無籍房」等熱點難點問題，把人民
群眾所急所盼的問題解決好。

重慶市市長唐良智：
扎實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加快補齊農村基
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短板。

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

畫出網上網下同心圓

汪洋說，各新聞單位認真貫徹落實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開好會議的重要指示精
神，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會上會
下、線上線下連通聯動，堅持報、網、
端、微、屏協同發力，多形式、多視
角、多層次宣傳人民政協聚焦黨和國家
中心任務履職盡責的成果，宣傳廣大委
員參與國是、議政建言的風采，弘揚了
主旋律，凝聚了正能量，畫出了網上網
下同心圓，為大會成功召開作出了重要
貢獻。
汪洋希望大家繼續發揮主流媒體傳播
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強的優
勢，聚焦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築同心，
傳播好中國聲音，講好政協故事，展示
好人民政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言
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的生動實踐，
彰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鮮明特色
和巨大優越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
坤明，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全國政
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參加活動。

讓貴州延續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地得
到解決。

甘肅省委書記林鐸：
堅定信心不動搖，咬定目標不放鬆，整治問題
不手軟，落實責任不鬆勁，轉變作風不懈怠，從
嚴從實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

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
兩萬家「散亂污」企業如果不關掉，可形成幾
百億的 GDP；736 平方公里繼續開發，那就是幾千
億、幾萬億的經濟產出，但那是暫時的、短視
的，是竭澤而漁。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堅持生態優先一寸不讓，綠色發展半分不鬆。

上海市市長應勇：
經過努力，讓企業、市民到政府辦事像網購一
樣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整理

夏賣「涼」冬賣「雪」
市長兩會「做買賣」
不少來自基層的代表委員，在兩
會上也不忘「本職工作」，見縫
&
插針給各自地方特色產品「打廣
告」，做宣傳。全國人大代表、
貴州省六盤水市市長李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就變身六盤水市的推銷員，夏賣「涼」冬
賣「雪」，力爭讓全世界都知曉春茶、刺梨、獼猴
桃這「涼都三寶」。
李剛說，貴州是山地省份，全省山地和丘陵佔
92.5%，六盤水市又是山地中的山地，97%都是山
地，沒有丘陵。「只有敢於在不可為處有為，把荒
山荒坡變成千頃良田，通過現代農業提高勞動生產
率，六盤水的農業才能有長足的發展，貧困農戶才
能依託農業穩定脫貧。」

有捨才有得 差異化發展

天津濱海新區區長楊茂榮：
天津濱海新區區長楊茂榮
：

發揮港口優勢 疏解非首都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朱燁 兩會報道）習近
平總書記1月17日專程赴天津濱海新區，視察了天津
港和濱海中關村科技園，並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全
國人大代表、濱海新區區長楊茂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濱海新區正努力建設成非首都功能疏解
承接標誌區。他透露，目前，天津港正瞄準世界一流
水平，優化口岸營商環境，增強服務輻射能力。與此
同時，濱海新區還將繼續推進深化改革方案 128 項制
度創新任務盡快落地，積極探索融資租賃政策升級
版，打造京津冀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高地。
日前，天津市正式向濱海新區下放 625 項市級權力
事項，涵蓋加快開發開放、完善社會治理等諸多領

域。對此，楊茂榮表示，625 項市級權力事項下放力
度空前，真正實現了「濱海事濱海辦」。他強調，濱
海新區正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不斷強化「店小二」
服務意識，打造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標誌區。

服務人才 營造雙創生態系統
「種下梧桐樹，才能引來金鳳凰。」楊茂榮說，
對於企業來講，需要一個適宜的生態系統才能更好更
快地發展壯大。他透露，今年，濱海新區將更加注重
營造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在文化、教育、衛生、住房
保障等方面為各類人才提供「保姆式」服務，讓每一
個有創新夢想的人都能專注創新，讓每一分創新活力

都能充分迸發。
談及天津港的發展，
楊茂榮認為，天津港在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他表示，下一
■楊茂榮
網上圖片
步，濱海新區將加快北
方國際航運核心區建設，一方面打造智慧港口，進一
步壓縮通關時間、降低合規成本。另一方面加強津冀
港口群合作，支持天津港設立服務雄安專用窗口，開
闢雄安至天津港的專用貨運通道，努力打造京津冀海
上門戶。

河東區委書記李建成：加快城市品位展示帶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李理 兩會報道）全
國人大代表、天津市河東區委書記李建成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海河在河東區雖然只綿延
8.28 公里，但卻是河東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資
源。他透露，下一步，河東區將加快海河東岸城市
品位展示帶建設，以現有高端生活區為基礎，招商
格調優、品味高的生活服務品類知名品牌和高端機
構。

李建成介紹，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美好生活、城市
文化、高端商務對外展示的形象窗口和城市名片，目
前，河東區聚集了渤海、嘉里、中海、萬達、金茂等
一批重大項目，總建築規模為 343 萬平方米， 9 個重
大項目商務商業面積為 150 萬平方米。李建成說，下
一步，河東區將加快海河東岸城市品位展示帶建設，
完善海河東岸沿岸休閒觀光設施，以現有高端生活區
為基礎，招商格調優、品味高的生活服務品類知名品

牌和高端機構。
一方面是塑造美好的濱河生活工作空間，一方面
也要進行棚戶區改造。李建成強調，今年河東區將繼
續加大力度、加快進度，打好打贏棚戶區改造殲滅
戰。他表示，河東棚戶區改造任務量大，涉及 12 個
大片及 36 處，「河東區始終把此項工作作為頭號民
生工程，舉全區之力攻堅，絕不允許在高樓大廈背後
還有貧民屋。」李建成說。

李剛說，農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有捨才有
得」，六盤水堅持走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路子，
重點選擇發展「涼都三寶」：春茶、刺梨、獼猴
桃，而不是面面俱到。
「2019 年貴州第一鍋早春茶來自水城縣，3 斤共
拍賣了 294,888 元（人民幣，下同），所得款項
都用於扶貧」。六盤水市的獼猴桃是紅心獼猴
桃，品牌叫「彌你紅」，「前段時間貴州省
委宣傳部組織到香港去推介獼猴桃產品，
10元1個的獼猴桃，一搶而空。」
在李剛主政的六盤水，藉着許多國家方
略，許多「第一次」也在不斷發生，冰雪
旅遊和運動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李剛
說，六盤水市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讓 3
億人參加冰雪運動」的重要指示精神，冰雪運
動從無到有、有中創優，已經成為六盤水又一張
靚麗的名片。
「我們連續三年舉辦貴州冬季滑雪系列活動，
打造了4個北緯26度以南、世界上緯度最低的天然
滑雪場，有各類雪道21 條，日接待規模2萬
人次以上，去年滑雪季接待滑雪遊客15.1萬
人次，是 2017 年滑雪季的 6.3 倍。我們組建
了全省第一支越野滑雪隊和冰壺隊。」談及
六盤水未來旅遊發展，李剛說，下一步他們
要抓緊出台支持和規範民宿發展的政策措
施，把酒店和民宿作為招商引資的重點之
一，不斷增加旅遊住宿供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兩會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