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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需更多創新變革
最近中美之間的貿易戰，農業成為其中特別引人關注的領域。「因為農業是中美之間互補性很強的領域，美國的

農產品急需往全世界擴張，把更多的農產品賣到中國。但是中國能夠賣到美國的農產品卻屈指可數、寥寥無幾。」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李志起近日對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表示，中國的農業現在迫切需要
更多的創新和變革，不能只停留在大國小農狀態，傳統農業經濟的這套做法在今天顯然已經走不通了。「不過，中
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這個機遇跟國民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的浪潮相匹配。」
文/圖：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 北京報道

談到自己深耕多年的農業，李志起如數
家珍。以美國的農業品牌舉例 ：美

國 ADM、邦吉和嘉吉，「ABC」這三家企
業壟斷了全球糧食貿易糧食生產的絕大部
分份額，控制了全球的供應鏈；美國華盛
頓蘋果產量佔全美 75%以上，出口量佔美
國蘋果的 95%，而且售價比中國蘋果最貴
的高出五倍以上；愛達荷州一年的土豆銷
售額高達 25 億美金，佔全州 GDP50%以
上。李志起認為，這才是美國真正的品牌
農業強國的體現。
李志起接着說到鄰國日本，日本大米是一
個國家的品牌，每個縣又都有自己的品牌：
福島縣的大米品牌「一見鍾情」，這個品牌
非常強調生產過程當中是全程使用有機肥
料；佐賀縣的「水滴大米」，這個品牌強調
是在海拔兩百米以上的半山腰種植的；滋賀
縣的「晴大米」，特別適合做壽司，也就是
涼了之後口感更好。

「這些大米不僅僅是知名度高，而且背後
的技術、細分市場的研究、加工能力也都具
備。日本大米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譽。」李志
起表示，而中國農業典型特點是大國小農，
體量很大，品牌太少，有世界級實力的企業
太少。我們經常會講兩個現象：中國千家茶
企抵不過英國「立頓」一家；「五常大米」
甲天下，天下大米假「五常」。

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通過這些國際比較，李志起認為，中國的
農業現在迫切需要更多的創新和變革。在發
展思維上一定要跟這些大國去取經借鑒。而
不是停留在大國小農狀態，傳統農業經濟的
這套做法在今天顯然已經走不通了。
「不過，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這
個機遇跟國民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的浪潮相
匹配。」李志起表示，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規
律來講，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應該是企業

和 品 牌 的 崛 起 。 從 工 業 1.0、 2.0 到 工 業
3.0，每一個階段都誕生了一些世界級的品
牌，這些國家及地區分別是美國、歐洲、日
本和韓國。而到了工業 4.0 時代，中國已然
成為全世界崛起最快的一個國家，這給我們
提供了一個國家機遇。
「我們從農業生產大國往品牌強國轉
型，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需要更多的新
方法、新思維、新戰術，我們才能夠在互
聯網帶來的浪潮當中抓住屬於自己的機
遇。」李志起說。

升級「農超對接」助力扶貧
「農超對接」提了很多年，雖取得一定成
績，但仍存在對接規模不夠大、對接面不夠
廣、對接關係不夠穩等問題，「豐產」卻難
「豐收」成為全國包括京津冀地區在內的農
民脫貧和農業發展的最大阻礙。在李志起看
來，目前北京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不夠健

全，流通主體專業
化程度低，產銷組
織化水平也偏低的
問題仍很突出。
李志起建議，在
互聯網時代，傳統
的商超直接對農戶
的模式也應該有
「升級版」，讓諸
如電商這類專業供
應鏈平台「一肩挑
兩頭」，建立起更
加便捷高效的流通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志起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方式。
他建議，可以發
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帶動更多社會資本 產銷經營主體。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脫貧攻
參與生鮮農產品供應鏈建設，鼓勵本市一些 堅的大背景下，此舉還能進一步使北京周邊
龍頭農業商業企業與產地，以品牌、投資、 張家口、承德等一些地區的農產品進入北京
併購、合作等多種形式，組建新型品牌農業 市場，帶動當地脫貧。

點亮京城夜間經濟 提振北京本地消費
■李志起呼籲點亮京城「夜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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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夜間經濟正受到越來越多國內外城
市的重視，「別睡了，起來嗨」已成為很多
城市年輕人夜晚相互「問候」的口頭語。數
據顯示，城市人群60%以上的消費發生在夜
間，悉尼 2017 年度夜間經濟規模至 40.5 億
美元，墨爾本達到 32 億澳元，紐約、倫敦

等城市都十分重視夜間經濟的發展，前者在
2017 年甚至通過立法成立了「夜生活辦公
室」（Office of Nightlife）。
「相比之下，北京作為國際一流的經濟發
達城市，夜間消費的規模、熱度、便利程度
甚至不如一些二線城市。北京現在絕大多數
地鐵到晚上 11 點以後就停運了，不少夜班
公交的間隔時長長達 1 個小時，不少城市上
班族都反映現在晚上不敢在市中心消費，因
為擔心解決不了交通問題。」李志起說。
「城市夜間經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夜
市，而是一種基於時段性劃分的經濟形態，
一般指從當日下午 6 點到次日凌晨 6 點所發
生的三產服務業方面的商務活動，是以服務
業為主體的城市經濟在第二時空的進一步延
伸。」李志起表示，大力發展夜間經濟可以
促進經濟活動時間延長、各種設施利用率提

高、就業機會增多，有助於推動服務業擴張
規模、擴大消費、增加稅源等，從而提高城
市的競爭力和吸引力，拓展遊客的消費空
間，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北京這兩年在大力倡導減量發展的同
時，也在不斷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重視發
展夜間經濟就是培養新的消費熱點，能把更
多的消費留在北京，也給老百姓創造更多的
消費熱點和消費便利。」對此，李志起建議
由相關部門牽頭進行提升京城夜間經濟的頂
層規劃設計工作，圍繞北京城市分佈特點積
極補短板，在中關村一帶、亦莊地區、未來
的懷柔科學城等地區補充相關商業佈局。
李志起指出，還應該協調相關部門完善配
套，延長地鐵、夜間公交時間，相關水電氣
供給，夜間消費商業區域的亮化和綠化，以
及消防、食品安全、治安、夜間諮詢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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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規劃、創造、打響一批夜間消費
服務的重點品牌，擴大宣傳，影響輿論，投
入媒體資源和宣傳經費來幫助提高它們的影
響力和知名度。
同時他還建議，這其中的重要一環就是要
把規劃重點從過去較為單一的零售、文娛消

新華社

費、餐飲消費等行業，創新為更加重視發展
體育健身、美容健康、學習教育、咖啡和書
店等時尚消費這些涉及城市居民消費升級的
新興熱點領域，以滿足夜間經濟的主力
軍——「80 後」、「90 後」甚至「00 後」
的新世代人群的新需求。

趙紅佳：中醫藥助力健康扶貧
十九大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任
務。福建省政協委員，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暨福建省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趙
紅佳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是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關
鍵，中醫藥人應勇於擔當，再接再厲，繼續扎實推進中醫藥扶貧工作，讓中醫藥在助力打贏
脫貧攻堅戰中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議，也有務實的計劃，無不透露着
中醫藥人真扶貧、扶真貧的執着信
念。

多措並舉助推攻堅健康扶貧

■談及擔任委員最大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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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紅佳看來，向政府建言獻
策，為實施健康扶貧工程打贏

脫貧攻堅戰提出可落地的建議是每
一位委員的責任和擔當。

不忘初心認真履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看到，
趙紅佳忙碌工作之外還在事無巨細
地落實本月 15 日福建省人民醫院赴
三明建寧縣客坊鄉水尾村開展「不
忘初心 牢記使命」為主題的紅色文
化教育暨健康扶貧活動。「我會帶
着黨支部成員、民主黨派人士、義
診專家大概 20 人左右的團隊，為當
地群眾提供健康醫療服務，讓蘇區
人民在家門口享受省級醫療服
務。」此前，作為組長，她多次帶
領福建中醫藥大學省政協委員小組
深入基層一線調研，集思廣益，就

加快福建省「健康扶貧」力度提出
可行性建議。
健康扶貧的路上，福建中醫藥人
從未缺位。圍繞提升閩省基層中醫
藥服務能力，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
勢，加快健康扶貧力度，助力脫貧
攻堅，過去兩年，福建中醫藥大學
省政協委員小組分別深入南平市政
和縣、松溪縣，寧德市壽寧縣、周
寧縣和三明市尤溪縣三市五縣調
研，行程逾 2,000 公里，考察了縣
醫院和縣中醫院各 5 家、2 家鄉鎮
衛生院、2 家村衛生所，與地市相
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召開座談會 4
場，走訪、慰問因病致貧困難戶 9
戶，提交了《福建省基層中醫藥服
務現狀及其對策措施建議》、《關
於加快福建省健康扶貧力度的建
議》2 篇調研報告，既有真誠的建

「在過去，村醫『一把草藥一根
銀針』，滿足了廣大農村地區的基
本醫療服務需求，曾得到世界衛生
組織的認可和讚譽。新時期，中醫
藥服務應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
展。」她建議進一步提升中醫藥服
務能力，促中醫藥服務在基層落
地，用中醫藥特色幫助摘掉貧困
「帽子」。
她表示，高精尖的手術在基層開
展難度高，但中醫適宜技術的推廣
在農村非常管用且可行性高。要用
好針灸、艾灸、中醫外科等「簡便
驗廉」的中醫適宜技術，讓民族瑰
寶真正走到百姓身邊。
「沒有一支能夠有效運用中醫藥
適宜技術的人才隊伍，提升基層中
醫藥服務能力就是空談。」趙紅佳
指出，基層開展中醫藥服務的質量
和水平參差不齊，還有很大提升空
間。這是中醫藥服務在基層落地的
重要短板。她建議啟動健康扶貧中
醫藥人才培訓補短板措施，福建省
的醫學院校可共同來參與健康扶貧
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的細則，聯合
培養符合當地產業需求的技術技能
型人才。另外，還可以吸納當地貧
困家庭青年，通過學習簡便、易
學、實用的中醫推拿技術及養生保
健知識技能等適宜技術，服務百姓
健康，帶動家庭脫貧等。

倡中醫藥參與
「帶路」
建設
趙紅佳認為，中醫藥已成為中國與外界文化交
融、促進互鑒共賞的時代標籤，成為中國與各國協
調建造人類生命共同體的重要框架。而中醫藥這張
「中國名片」沿「一帶一路」推送，將架起民生相
通的橋樑，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應對健
康挑戰。「當前，中醫藥振興發展迎來天時、地
利、人和的大好時機，福建中藥源遠流長，歷代名
醫輩出，應該抓住契機、接受挑戰，以免不進則
退。」趙紅佳如是表示。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開闢了中醫藥事業發展的
新版圖，激活了新潛力。福建作為『海絲』核心區，
可以積極制定並實施好中醫藥海外發展戰略。」作為
福建省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趙紅佳積極推動中
醫藥文化傳播，推動中醫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據介紹，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在福建
省衛健委的組織和帶領下，應捷克奧洛穆茨州政府
的邀請，福建省人民醫院派出 5 位中醫藥專家出訪
「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捷克和羅馬尼亞。中醫
藥專家們作了 3 場中醫專題講座，並與當地觀眾進

行穴位按摩等中醫外治法的指導互動，受到醫療專
業人士及民眾的一致好評，當地百餘名民眾自發到
場體驗中醫傳統療法的魅力，趙紅佳亦作了《走進
中醫》的專題演講。
在福建省衛健委主任柳紅的見證下，趙紅佳與捷
克奧洛穆茨大學醫院院長羅曼．哈維利克共同簽署
了合作意向書，雙方同意共同開展中醫藥領域交流
合作，內容涉及中醫「治未病」重點學科建設，互
派醫療人員進行中醫短期學術交流，並由福建中醫
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為奧洛穆茨大學醫院培養「西
學中」醫生。
「捷克合作方目前來函，希望福建省人民醫院派
醫療團隊『傳經送寶』，同時，他們擁有執照的西
醫人員到我們醫院學習培訓中醫技能，交換醫生項
目在今年年底前有望達成。」趙紅佳表示，相信在
國家和福建省一系列政策的持續支持下，中醫藥之
花將在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盛開，
未來福建中醫藥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亦將發
揮更大作用。

打造有溫度的醫院
「打造一間有溫度的愛心醫院，讓患者感受到家的
溫暖，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趙紅佳表示，醫
院響應 1999 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赴福建省
人民醫院調研時提出的「人民醫院為人民」的辦院宗
旨，在踐行醫院改革工作中，醫院始終以患者為中
心，以問題為導向，致力改進醫療服務，贏得患者的
放心、安心和舒心。
趙紅佳介紹，在健康中國戰略下的公立醫院理應扛
起公益性大旗，提出以患者為中心，推廣多學科診療
模式、入院一站式服務讓患者安心省心，加強人文關
懷構建、和諧醫患關係等十大舉措，其中包括充分發
揮專科優勢，為疑難病患者提供最佳的診療方案，進
一步提升疑難危重患者的綜合診療水平，滿足患者因
疑難疾病而涉及多學科會診的需求；落實分級診療制
度建設，進一步提高急危重症搶救水平，開通胸痛急
救綠色通道。「打造『有溫度的醫院』與醫院社會工

作的功能不謀而合。2018 年我們醫院的滿意度位列
閩省三甲醫院第二，第四屆蟬聯全國文明單位。」趙
紅佳說，打造有品質、有特色、有溫度、有情懷、有
夢想的醫院，做有情懷的醫者，他們一直在行動。

■趙紅佳
趙紅佳（
（右二
右二）
）與患者聊天
與患者聊天。
。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