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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確保脫貧攻堅成效經得起檢驗
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是疫情發生後黨中央召開的第一個
專題部署工作的會議，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對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
在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是我們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要
深入領會精神實質，切實提高政治站位，增強決戰決勝
脫貧攻堅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決不能有盲目樂觀、疲憊
厭戰思想和過關心態。要把牢工作重點，集中兵力打好
深度貧困殲滅戰，多措並舉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抓緊建
立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確保脫貧攻堅質量
高、成色足、可持續。要高度重視疫情的影響，重點做
好組織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開展消費扶貧行動、加快

扶貧項目開工等工作，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補回來。
汪洋強調，脫貧攻堅越到緊要關頭，越要發揚求真
務實的優良作風，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掛牌
督戰是為了「戰」，如果層層「督」而不是層層
「戰」，就會成為新的形式主義。如果在「督」的工作
上再層層加碼，勢必成為影響「戰」的突出問題。上一
級要注意幫助下一級解決問題，而不是僅僅提出問題。
對於在防控疫情復工復產中的弄虛作假行為，必須堅決
糾正和嚴肅處理，確保脫貧攻堅成效經得起實踐檢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陪同
調研。

切實維護生態和人民健康安全

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 圍繞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建言資政

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主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3 月 24 日到國務院扶貧辦調研
並座談。他強調，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
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必須克服形式
主義和官僚主義，嚴肅處理弄虛作假行為，確保黨中
央各項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實處，堅決奪取脫貧攻
堅戰全面勝利。
汪洋察看了新冠肺炎疫情對脫貧攻堅影響應對分析
機制調度督導情況，聽取了扶貧辦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 3 月 6 日重要講話精神情況匯報，並與甘肅省委、貴
州省從江縣委領導同志進行了視頻連線。他指出，決戰

12位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圍繞革除濫
食野生動物陋習，從宣傳教育、法

20 日在京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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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學習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決革

變被動禁止為自覺遵守

為，多做建言資政和凝聚

委員們建議，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
根本在於轉變思想觀念，由被動禁止轉為
自覺遵守。要廣泛深入開展科普宣傳，將
愛護野生動物、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納入義
務教育課程，將拒食野生動物納入健康中
國行動，形成文明健康、綠色環保的飲食
文化和生活方式。要健全與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加強跨部
門、跨區域執法協作，實現野生動物捕
獵、繁育、檢疫、經營、利用等全鏈條監
管、全流程可追溯；建立全國統一的公眾
舉報平台，大幅提高違法行為懲罰標準。
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妥善處理自然資源利
用、維護生命健康以及生態平衡的關係，
對全面禁食、合理利用、產業發展進行分
類指導，避免「一刀切」和層層加碼。

共識工作，為革除濫食野

制定實施性強的補償方案

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重
要指示精神，堅持宣傳教
育和依法打擊並重，推動
形成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
習的思想自覺，創造人人
有責的良好社會氛圍，切
實維護好生態安全和人民
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廣大
政協委員要從我做起，自
覺抵制濫食野生動物行

生動物陋習匯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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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障、部門協作、公眾參與等方面建言
資政。近 270 位委員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
履職平台上踴躍發表意見。大家認為，近
年來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力度不斷加大，動
物棲息環境顯著改善、種群數量穩中有
升、繁育利用產業日趨規範。但受傳統飲
食習慣和獵奇、炫富、滋補等錯誤認識影
響，加上相關法律法規和執法機制不健
全，濫食野生動物現象依然廣泛存在，既
破壞生態平衡，又容易引發公共衛生風
險，革除這一陋習刻不容緩。

「目前依法持證飼養中的陸生野生動物種
類超過一百種，陸生野生動物食用產業價值
超過千億元，就業人口近千萬。有些養殖人
員全家都是幹這個的，也沒有其他的勞動技
能，一旦關閉，全家的基本生活可能面臨困
難。」李大進委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當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表決通過關於全

— —致全國各級政協委員的倡議書

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 從我做起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國政協認真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
署，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公共衛生安全、
生態安全的高度，充分認識革除濫食野生動
物陋習的重要性緊迫性，通過舉辦雙周協商
座談會等形式對相關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人
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作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
和主席會議領導下的工作機構、第三十三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承辦單位，在此向全國各
級政協委員發出如下倡議：
從我做起。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
精神，自覺遵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
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
健康安全的決定》，本着對國家、對人民、
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從我做起、從現在做
起，自覺參與和支持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
習，以實際行動發揮影響和表率作用。
凝聚共識。移風易俗，要從改變觀念入
手。切實發揮政協委員聯繫廣泛的優勢，深
入界別群眾，積極闡釋國家法律法規和政
策，正面發聲，引導各界群眾深刻認識濫食
野生動物的嚴重危害，堅決摒棄錯誤觀念，
強化生態保護和公共衛生安全意識，在全社
會凝聚起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普遍共
識，推動形成全民參與、人人有責的良好社
會氛圍。
積極建言。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高
度，從完善細化配套政策、有力實施相關
法律法規等層面，加強調查研究，積極建
言獻策，為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開展
相關工作提供決策參考、營造良好氛圍，
堅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形成文明
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切實維護好
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2020 年 3 月 20 日

■為保護當地野生動物資源，維護草原
生態環境，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
旗森林公安局不斷加大巡防力度，及時
救助受傷的野生動物。圖為森林蘇尼特
右旗公安局民警給狍子餵食。
新華社
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
物陋習的決定。委員們認為，「禁」是刻不
容緩的，但「禁」之後的一系列問題也需要
妥善解決。
李大進認為，當前需要及時明確國家補
救措施。他建議按照可調整、轉變的和必
須關停的生產經營活動這兩類不同情況，
盡快制定實施性強、合法合理合情的補償
方案，對於財政確實困難的地方政府，中
央應當及時安排專項幫扶資金。同時，要
處理好陸生野生動物人工飼養與家禽之間
的包容轉化工作，使「禁」的決定能夠得
到最廣泛的支持與最徹底的落實。李大進
還建議，依據上述決定和有關法律，調整
農業農村部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物範
圍，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將一些正在合法
飼養的動物種群轉化為符合農業生產規範
管理的家畜家禽。「合法養殖戶的利益獲

得合理補償，是需要考慮的。」對此，中國政
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于文軒也有同樣
觀點。他建議，優化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
錄，對現有的農業農村部和國家林草局兩個名
錄進行整合，並與其他法律制度協同推進，使
其協調一致，實現立法目標。

制定科學合理的處置計劃
在全國人大上述決定公佈以後，各地都在出
台禁養野生動物的政策，已養殖的野生動物該
如何處理？這對很多養殖戶和相關企業也是個
難題。黃潤秋常委認為，要防止一些隨意捕殺
或盲目放生的做法。「隨意捕殺不對，因為有
的種群已瀕臨滅絕了，還得靠人工養殖去恢復
野生種群，重建生態系統；盲目放生也不對，
如果放生前對其環境適應性沒有充分評估，放
生後存活率也不高。還有的放生把遺傳的多樣
性搞亂了，把浙江的放到湖北了，湖北的放到

河南了。」黃潤秋建議制定科學合理的
處置計劃，以利於恢復和重建這些物種
的自然生態系統。
會上，相關部委負責同志對委員們的
建議給出了積極回應。「過去各級林業
部門批准養殖的產業，我們確實要負起
責任來。」國家林草局負責同志表示。
農業農村部負責同志告訴大家，當前畜
禽遺傳資源目錄草案正在加緊制定中，
名錄的制定將尊重科學，充分考慮生態
安全、食品安全及公共衛生安全，還要
考慮傳統文化和民族習慣等因素，並參
照國際通行做法，力爭與國際接軌。談
到生態系統問題，生態環境部負責同志
表示，他們正在協助相關部門制定國家
生物安全法草案，草案將把生態安全作
為國家整體生物安全的重要部分，細化
相關規定。

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兩不誤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爆發以來，江門市政協常委、深圳市溢旭電
子有限公司董事長梁健強心繫國家與員工，勇於
擔當，積極響應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號召，全力貫
徹落實各項有關疫情防控工作措施，第一時間成
立控制應急管理小組，對防疫、安全、經營恢復
等工作進行了綜合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復工
復產兩不誤。
為確保辦公場所安全，公司對廠區、園區及宿
舍採取了定時消殺防疫措施，建立了臨時防疫物
資管理部，積極主動購買了大量的防疫物資，為
全面復工復產做準備。
對內，公司不減少一位員工，同時還創造了
大量新的工作崗位，且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

《新冠疫情應急預案》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編寫了《新冠疫情期間復工防疫手
冊》，積極做好對員工的宣傳、引導和管理，
對假期前及假期中人員活動信息進行摸底排
查，建立《一人一檔》，且設立了員工健康反
饋機制，每日統計員工的活動信息及健康狀
況，快速且安全的讓員工投入工作，增加收
入等。
對外，溢旭電子一直秉承質量第一、客戶至上
的理念，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為保障對客戶訂
單的交付，公司積極準備了充裕防疫物質，在依
法經上級部門批准後，於 2 月 12 日有序的展開了
復工生產。
為保障生產進度和效率，在面臨人員緊缺時，

公司發動員工介紹，且跟非疫區內地政府協調，
安排大巴車接員工返廠等多渠道招募人員。 同
時，嚴把質量關，不斷追求精益求精，全心全意
提高服務，對客戶負責，讓客戶放心。
另外，公司還對員工進行人文關懷，採取了安
排專人定期對員工進行回訪、設立獨立隔離房間
和依法發放隔離期間的薪資福利等多項措施，消
除員工顧慮，使得員工能心無旁騖的工作。作為
江門政協常委中的一員，董事長梁健強在本次新
冠疫情迅速作出應對，在其帶領下，經過公司全
體人員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公司有序運營，
未發現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情況。公司
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公司全體員工及上級領導
的充分肯定。

讓應急物資調配更「智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疫情突發時，
醫療、生活等應急物資的及時科學調配至關重
要。在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央和
地方及時調用一批醫療防護和生活物資運往武漢
等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物資短缺，但也反映出
我國在應急物資的儲備與監督生產，應急物資基
礎數據信息的掌握，應急物資的供需平衡、調配
運輸、監管等方面仍有短板。
應急物資在政府應對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中發揮
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遇到危機時，應急物資能否
調得動、調得准、運得出，統籌兼顧，平衡供應，
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體現。針對
疫情防控中存在的問題，九三學社中央充分發揮界
別特色和優勢，集中在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上雙向
發力，各專委會作為「智囊團」，深入研究有關問
題，形成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大數據、
地理信息系統等技術，建立「國家應急物資智慧調

配平台」等一系列意見建議。
「應急資源科學調配，『手中有糧』是基
礎。」九三學社中央認為，手中有沒有糧，摸清
家底很重要，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
種類完備、儲備充分、更新及時、覆蓋全面的
「國家應急物資儲備庫」。
疫情發生後，全國各地的應急物資「馳援」湖
北，一輛輛滿載消毒液、防護服乃至蔬菜水果等
各類物資的大貨車星夜兼程，令人感動。在九三
學社中央看來，從長遠看還是要統籌整合，完善
應急物資產能與佈局，「加強央地之間、部門之
間、政企之間的聯動與統籌，發揮平台督導生產
功能，對倉庫選址、企業密度、產能情況進行優
化分析，指導各部門和企業及時調整生產、儲
存、採購計劃，確保應急物資存量充足、定時輪
換、質量可靠，避免產能過剩。」
物資供需平衡是理想狀態。哪裡缺什麼物資，

哪裡儲備有什麼物資，精準有效匹配，大數據的
作用不可小覷。九三學社中央建議，暢通渠道，
利用科技手段進一步優化供需平衡。為此，首先
要確保突發需求信息及時有效傳遞，疫情發生地
區可將所需物資品種、數量、需求單位等，實時
上報至數據庫，系統根據常態數據和就近原則，
進行應急物資供需的智能匹配，並結合災情波及
區域面積、預警級別及災害烈度等，實行動態調
整和優化。
「智慧調配，這是實現應急物資高效調運與有
力監管的保障。」九三學社中央在建議中提出，
要精準對接電商平台與數字物流系統，力爭最短
時間內完成應急物資的精準供給。利用平台開展
視頻會商，支持指揮機關高效決策，同時通過大
數據，實現信息的公開透明和有效監管。
據悉，這件建立國家應急物資智慧調配平台的
提案已經提交全國政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