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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元養護模式
建設「四好農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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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3月29日在京召開第三次

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會，圍繞「推進

『四好農村路』建設」建言資政。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

洋主持會議並講話。他強調，「四好

農村路」是重要民生工程、德政工

程，為黨在基層凝聚了民心。要深入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四好農

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從政治上認

識建設「四好農村路」的重大意義，

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新發展理念，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發揮社會主義的制

度優勢，逐步消除農村公路發展的瓶

頸制約，為農民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

提供更好保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北京報道

凝聚人心 打贏脫貧攻堅戰

安徽政協：搭平台促皖台青年創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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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政協：港區委員助力教育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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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政協第十
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九次主席會議3月28
日在京召開，會議原則同意提案委員會研
究提出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重點提
案題目和督辦方式，確定40個重點提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
洋主持會議並指出，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協
的一項全局性工作，是委員履職的重要方
式，要把資政建言、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的
要求貫穿到提案工作之中，既通過提案提
出好的意見建議，為黨和政府的部門決策

提供參考，又通過提案辦理，加強提辦雙
方的協商交流，達到說明情況、解疑釋
惑、增進共識的效果。
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政協2019年視察考
察調研安排，聽取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
黎、劉奇葆、何維、邵鴻等關於地方政協
工作調研情況的匯報。

回答好新時代新課題
汪洋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

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是人民政協歷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今年各項工
作要錨定人民政協新方位新使命，在推動
人民政協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發揮好
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上有新的作
為。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認真梳理、
總結全國政協系統開展的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學
習研討活動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努力
回答好新時代新課題。
汪洋指出，要進一步提高協商質量，認

真落實十三屆全國政協的各項創新舉措，

以問題為導向不斷完善工作舉措；要進一
步廣泛凝聚共識，發揮委員在界別群眾中
的示範引領作用，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協調
關係、理順情緒、化解矛盾的工作，匯聚
強大正能量；要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發
揮委員主體作用，為委員履職盡責創造更
好的條件。
汪洋強調，加強對地方政協工作的指

導，推動政協系統工作質量整體提升。完
善以政協章程為基礎的制度體系，推動人
民政協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

全國政協召開第十九次主席會議

2014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四好農村路」，並
「要求農村公路建設要因地制宜、以人為
本，與優化村鎮佈局、農村經濟發展和廣大
農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適應，要進一步把農村
公路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逐步消除
制約農村發展的交通瓶頸，為廣大農民脫貧
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
2015年5月26日，交通運輸部印發《關
於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的意見》提出，
到2020年，全國鄉鎮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
路，養護經費全部納入財政預算，具備條件
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車，基本建成覆蓋縣、
鄉、村三級農村物流網絡，實現「建好、管
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公路的總目標。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對「四好農村路」
建設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近年來，「四

好農村路」建設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為
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帶去了人氣、財氣，也
為黨在基層凝聚了民心。

向注重質量效益轉變
在協商會上，13位委員在全國政協機關

和福建、河南、四川、青海等5個會場以及
通過手機連線方式發言，300多位委員通過
移動履職平台發表意見。
委員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
八大以來，中國農村公路建設取得舉世矚目
的成就，農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顯著增
強，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同時，農
村公路發展規劃不完善、法治保障不健全、
養護管理不到位等問題日益凸顯，應予以高
度重視。
委員們建議，我國農村公路步入新的發展

階段，應落實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克服重建
設、輕管養等突出矛盾，加快從注重規模速
度向注重質量效益轉變。要加強頂層設計，
搞好統籌規劃，促進農村公路發展與脫貧攻
堅、產業培育、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等有
機銜接。要及時修訂公路法，加快農村公路
條例立法進程，為農村公路發展提供法治保
障。要嚴格落實《農村公路建設質量管理辦
法》，加強施工質量監管，實施提檔升級工
程，堅決守住質量和安全底線。
委員們認為，要深化養護管理體制改革，

明確縣鄉村三級管理責任，推廣「路長
制」，探索政府、社會力量、農民群眾多元
化養護模式，實現全壽命周期養護。要拓寬
農村公路發展資金籌集渠道，探索設立建
設、管理、修補、養護基金，構建公開透明
的新型補貼政策體系和考核獎勵辦法。要把

好項目篩選關、建設驗收關、資金撥付關，
提高資金使用效益，防止「跑冒滴漏」。要
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強化自然保護區交通項
目的生態影響專項評估，搞好生態環境保護
和修復。要推進「村村通客車」工程，探索
農村交通、郵政、快遞、電商等多方設施同
步配套、互相搭載的新模式，構建覆蓋縣鄉
村三級物流網絡。

培養本地養護隊伍
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局長賴應輝建議出台明確的管理辦法，分類
簡化前期審批事項和前置條件，縮短項目立
項時間、降低前期成本；同時出台扶持政
策，對農村公路建設涉及的森林資源補償、
植被恢復、水土保持補償、耕地開墾與新增
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等費用實行減免。

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協副主席雷雨建議，
培養一支知道「養什麼、怎麼養、養得
好」的本地養護隊伍；針對不同的經濟發
展水平和區域差異，指導地方分類開展農
村公路養護管理機制研究，探索適合本地
區的養護方式和養護技術；大力推行經濟
適用型養護技術，樹立全壽命周期養護成
本理念，積極實施預防性養護。

修好一條路致富一方百姓
全國政協委員、青海觀若律師事務所律

師馬海軍認為，應加強質量管理能力建
設，縣級應有明確的質量監督管理單位。
質量監督管理單位應當設立試驗室，加強
專業技術人員培訓。重點加強關鍵工序、
關鍵環節的質量抽檢，充分發揮農牧民群
眾參與監督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王紅玲

指出，當前，還有部分農村公路「通而不
暢、暢而不美」，服務和帶動當地產業方面
還有欠缺。建議加強統籌協調、聚集各方資
源，開展路域環境整治。以鄉村振興戰略規
劃為引領，把「四好農村路」建設與鄉村振
興、美麗鄉村建設、脫貧攻堅等統籌實施，
推進「美麗公路+特色產業」的融合發展，
實現「修好一條路、發展一片產業、致富一
方百姓」的目標。
在此之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楊傳堂率全國

政協調研組，就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赴
福建、江西開展專題調研，為此次協商會作
好前期準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各民主
黨派中央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座談
會4月1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會議並
強調，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是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優勢的
重要體現，是打好脫貧攻堅戰的重要
舉措。
他指出，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和全國
兩會期間在甘肅代表團的重要講話精
神，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
扎實推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高質

量高水平開展，為如期打贏脫貧攻堅
戰作出積極貢獻。
當前脫貧攻堅進入衝刺期，越是時

間緊、任務重，越需要加強民主監
督。汪洋強調，要明確監督重點，聚
焦堅持目標標準、提高脫貧質量、增
強脫貧實效開展監督，促進扶貧工作
務實、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
實。要在加強民主監督工作的同時加
強思想政治引領，為打贏脫貧攻堅戰
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凝聚共識、凝聚
智慧、凝聚力量。
他指出，要把擺脫貧困過程真實記

錄下來，用具體生動的事實，講好中

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的故事，講好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故事。
要改進工作作風，真正深入基層、深
入一線，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
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汪洋強調，相關省區黨委和政府要加

強對民主監督工作的支持配合，完善相
關工作機制，虛心聽取意見，及時改進
不足，真正把民主監督的過程作為推動
責任落實、政策落實和工作落實的過
程。各級統戰部門要進一步擔負起牽頭
協調責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相
關部門要進一步加強與各民主黨派溝通
協作，主動做好服務。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張仕
珍西安報道）陝西省政協3月28日舉行月
度協商座談會，聚焦快遞業綠色健康發
展。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冬玉指出，推
動快遞業綠色、健康、可持續發展，要
在綠色包裝、回收處置、城市智慧物
流、快遞運輸等方面力完善法規政
策、健全制度機制。快遞和電商企業亦
要抓好源頭治理，提升管理水平，提高
資源利用率，推動「綠色快遞」理念家
喻戶曉、深入人心。
民建陝西省委員會機關副巡視員楊允平

表示，制度缺失、成本困境和機制缺失是
造成快遞垃圾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國
綠色包裝正在推廣期，但生物降解包裝成
本是普通PE材料的2倍至3倍，企業無力
單獨消化，也沒有政策支持。

針對快遞業產生固廢比較多的問題，楊
允平建議，應盡快完善快遞業固廢管理體
系和回收體系，開展「無廢城市」試點，
建立固廢強制回收指導，推動包裝產品科
技研發和生產標準化。同時，創新垃圾分
類和回收模式，打通線上與線下的傳統回
收渠道。
陝西科技大學輕工科學與工程學院包裝

工程系教授李志強則建議，大力推廣發展
低碳綠色包裝材料。他表示，可積極推廣
生物基可降解塑料、紙類可再生、玻璃、
陶瓷、金屬等可重複綠色包裝材料。此
外，若使用快遞循環箱，既環保，又能大
幅度降低物流成本。
陝西省政協委員、京東集團副總裁孫桂

宇亦建議，應打通社會化回收渠道，並鼓
勵企業自建物流垃圾回收體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由安徽省政協港澳台
僑和外事委員會、台盟安徽省總支部委
員會主辦的皖台青年創意創新創業交流
研討活動，4月1日在合肥開幕。
來自台灣的30餘位青年創業者及高
校師生來到合肥，與當地創業楷模共
同探討交流，互相學習、分享創業經
驗。
在當天的交流研討活動中，兩岸23
位創業者及來自淡江大學、宜蘭大學
等高校的學生分享了當前創意創新熱

點信息及大陸創業機遇、政策優惠
等。
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孫麗芳表示，目

前安徽已設立19個台灣產業園區，累
計批准台資項目1,800多個，實際利用
台資超過110億美元，目前已有2,000
多名台灣青年長期在安徽學習、就業創
業和生活，他們正分享安徽加快發展
的良好機遇，同時也為安徽的經濟社會
發展貢獻力量。希望通過此次交流，有
更多台灣青年可以在安徽尋找到創業、
就業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譚旻煦昆明報道）「香港嘉華建材集
團昭通市大關縣教育助學基金」回訪交
流活動3月29日在雲南昭通大關縣一中
舉行。雲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楊娟表示，長期以來，雲南省
政協的港澳委員們關心關注雲南省的經
濟社會發展，積極投身各項公益活動和
慈善事業。
雲南省政協常委、香港嘉華建材集團

董事總經理徐應強代表香港嘉華建材集
團於2018年成立「香港嘉華建材集團

昭通市大關縣教育助學基金」，從
2019年起至2023年連續五年，每年向
共青團大關縣委捐贈人民幣20萬元，
用於資助貧困高中生和大學生。
徐應強表示，助學的真正意義並不是

捐款那麼簡單，而是對受助同學和家庭
的一份關心與關愛。解決上學難的問題，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開展助學活動正
是破局的基本步。他認為，教育是社會
之本，培養學子，輸送人才，是奠立未
來社會的基礎，希望家庭困難的學子能
繼續學業，學成後貢獻雲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