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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三次會議開幕。記者從浙
江代表團獲悉，在21日
舉行的浙江代表團全體會
議上，該代表團提出的
《關於設立8．15「國家
生態文明日」的議案》經
全體代表討論同意，向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這
是浙江代表團首次以代表
團名義提出的議案。
2005年8月15日，「綠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
理念在該省湖州市安吉縣
余村被提出。15年來，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念不斷在浙江開花
結果：2018年，「千村示
範、萬村整治」工程獲聯合
國「地球衛士獎」；2019
年，成功舉辦世界環境日全
球主場活動；生態省建設首
個通過國家驗收。
生態文明建設事關發展

大局，涉及各行各業和千
家萬戶，需要凝聚廣泛共
識，形成全民行動。為

此，浙江代表團建議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決定的形式，將8月15
日確定為「國家生態文明日」。
目前，浙江、貴州、西安等多

個省、市都已設立生態日，已有
16個省、1,000多個縣開展了生
態文明系列創建活動。
參與議案制定的全國人大代

表、浙江省生態環境廳廳長方敏
認為，「國家生態文明日」能
為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理念提供制度遵循和保
障，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和提升生
態文明建設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開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轉化通道，推動生態文明
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
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年要着力抓好農業生產，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和產

量，新建高標準農田8,000萬畝。他強調，「14億中國人的飯碗，我們有能力，也務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當日也表

示，中國稻穀和小麥自給率達到百分之百，現有庫存可以供全國人民吃一年，中國不會發生糧食危機。

湖北抗疫一線代表羅傑：

「感謝援鄂醫護，你們為我們拚過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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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
報道）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首場「代表通道」上，全國人大代
表、貴州省梵淨山松桃苗繡公司負
責人石麗平指着自己身上穿的「鴿
子花」稱，他們將「指尖技藝」轉
化為「指尖經濟」，一朵朵「鴿子
花」銷往了67個國家和地區，有了
自己的民族自主品牌「鴿子花」，
得到了世界的認可。「像松桃苗繡
這樣的技藝，在貴州已經帶動了50
多萬婦女就業。」
作為松桃苗繡的第七代傳承人，

為將苗繡技藝發展好、傳承好、運
用好，石麗平於2008年12月組建
了松桃苗繡團隊，由3名繡娘發展
到今天4,000多人的隊伍，她們當
中有下崗女工、留守婦女、返鄉農
民工。除了「繡娘」，還有個特殊
的「繡爺」。這位叫楊光榮的「繡
爺」因幾年前一次意外，高位殘
疾，2017年，他通過苗繡加入了石
麗平的隊伍，成了一名苗繡技師。
而像楊光榮這樣脫貧致富的故事還
有很多。
「我們將指尖技藝轉化為脫貧力

量，助力易地扶貧搬遷。」石麗平
說，「我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設
定了100個易地扶貧工坊，幫助我
們的婦女從中學得技藝，她們一針
一線，去年繡了6,000多萬元人民
幣，帶動了4,000多戶易地扶貧搬
遷群眾就業，實現了搬得出、有就
業，逐漸能致富。」她指出，現
在，像松桃苗繡這樣的技藝，在貴
州已經帶動了50多萬婦女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兩會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首場「代表通
道」迎來了一位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全國
人大代表。這位來自湖北的醫護代表羅
傑動情地表示，湖北人民不會忘記，從
祖國各地送來的蔬菜瓜果，也不會忘記
從世界各地寄來的防疫物資，更不會忘
記43,000名馳援武漢的醫療隊員，「感
謝你們為我們拚過命。」正所謂，人心
齊，泰山移。他認為，這也是抗疫中留
給自己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90後」是國家未來希望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醫院院長羅傑坦
言，疫情救治工作中，有很多感受，其
中之一就是對「90後」刮目相看。以前
的他總認為，「90後」都是沒長大的小
孩子，然而在關鍵時刻，他們用行動證
明了，他們是有擔當的一代，是奔湧的
「後浪」，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讓他
產生這種改變的是來自醫院呼吸內科的
7個「葫蘆娃」——「90後」男護士。
據羅傑介紹，他們一起請纓出戰，每次
連續工作7小時以上，防護服下面的衣
服全部都濕透了。在隔離病房高強度戰
鬥14天之後，他們僅僅休整了5天又要
求再次重返前線。「在隔離病房裡，他
們除了配藥打針以外，還為重症患者翻
身、過床、俯臥位通氣等，還承擔了清
運搬運垃圾等額外工作。」
「湖北保衛戰經過3個月的艱苦努

力，取得了決定性成果。」羅傑稱，
「湖北人民不會忘記，在我們封城的日
子裡，從祖國各地運來的一車車蔬菜和
瓜果，6,100萬荊楚人民也不會忘記，在
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從世界各地寄來的
每一個口罩、每一件防護服。我們更不
會忘記，那43,000名馳援湖北的醫療隊

員，你們為我們拚過命，謝謝你們，謝
謝每一位幫助過湖北的人。」
湖北是抗疫的決勝之地，羅傑和他的

同事們，以及湖北50多萬醫務人員，以
及43,000名全國馳援湖北的醫療隊一起
共同戰鬥在抗疫前線。「新冠肺炎十分
兇險，治療起來難度大，特別是以往患
有基礎病的老年患者，救治的難度更
大。」
他分享了救治中一個關於87歲被確診

的老年患者的故事。這位老人還伴有高
血壓、糖尿病、慢阻肺等多種基礎疾
病。羅傑的醫院為這位老人配備了9人
的治療專班，大家竭盡所能，全力救
治。「在老人長達47天的住院時間裡，
他的病情多次反覆，每次我們都想盡辦
法，讓他轉危為安。3月22日，這位老
人痊癒出院，他激動地拉着我們的手
說，謝謝你們救了我的命。」 羅傑表
示，在湖北，80歲以上患有新冠肺炎的
老年患者，已經被成功救治了3,600多
例，百歲以上的老人就有7例。

14億人飯碗務必端牢自己手中
今年新建8000萬畝高標準農田 農業農村部長：中國不會發生糧食危機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着力抓好農
業生產。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和產

量，提高復種指數，提高稻穀最低收購

價，增加產糧大縣獎勵，大力防治重大病
蟲害。懲處違法違規侵佔耕地行為，新建
高標準農田8,000萬畝。深化農村改革。
恢復生豬生產。壓實「米袋子」省長負責
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

糧食連續5年1.3萬億斤以上
關於糧食安全，在開幕會後舉行的「部
長通道」採訪活動上，農業農村部部長韓
長賦用四句話給大家吃了一個「定心
丸」：糧食連年豐收，庫存比較充裕，口
糧絕對安全，飯碗端在手中。他表示，今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一些國家增加
糧食儲備，一些國家限制糧食出口，有人
擔心，中國會不會發生糧食危機，「對這
個問題，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不會發生
糧食危機」。

韓長賦介紹，中國已經連續十幾年糧食
豐收，去年產量是13,277億斤，而且連續
5年保持1.3萬億斤以上，全國人均糧食佔
有量已經遠遠高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發佈的
糧食安全標準線，兩大口糧——稻穀和小
麥自給率達到100%。現在的庫存超過一年
的產量，可以夠全國人民吃一年，對糧食
安全有完全的信心和底氣。

母豬連續7個月恢復增長
他表示，今年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響，採取了一系列超常規的措施來穩定
糧食生產，做到了防範疫情和春耕生產兩
不誤。目前春耕已經完成九成，面積穩定
在9.1億畝以上，而且基本正在豐產期。
早稻今年增加了470萬畝，總量達到7,100
萬畝。特別是夏糧，小麥今年漲勢好於常

年，豐收在望，兩會以後就可以開機收
割。他強調，今年糧食生產不會放鬆，要
完成8,000萬畝的高標準農田建設，全力
確保糧食產量穩定在1.3萬億斤，實現小
康之年糧食豐收。
對於備受關注的豬肉問題，韓長賦表

示，當前生豬生產恢復勢頭不錯，生豬
價格已經每公斤下降了12元人民幣，小
康之年老百姓的碗裡不少肉。 據介紹，
從去年10月份開始，農產母豬數量就開
始止降回升，已經連續7個月出現恢復增
長，本月已比去年9月份增長了18.7%；
與此同時，生豬存欄也已連續3個月增
長。按照這個勢頭走下去，實現今年生
豬生產恢復的目標，很有希望。隨着生
豬生產的恢復，供求關係也會逐步得到
改善。

外媒熱議兩會：
展示戰勝疫情堅強決心和管控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繼

中國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
會21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會亦
於22日舉行。舉世矚目的2020年全
國兩會正式拉開大幕，境外媒體對
此高度關注。
俄羅斯衛星網關注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報道說，李
克強22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開幕式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中
國將同各國加強防疫合作，促進世界
經濟穩定，推進全球治理。中國總理
指出，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
路，在擴大開放中深化與各國友好合
作，中國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
發展繁榮的重要力量。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 20日報

道指，全國人大會議對中國共產黨來
說始終是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報道稱，今年定於22日開幕的十
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比以往更加
重要。由於新冠疫情，今年的人大會
議推遲了兩個多月。報道指出，隨着
疫情好轉，中國正重新走上正軌，並
以盡可能最好的國際角度來展示自
己。

中國較美國有能力全面遏制病毒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問題專家曾

銳生說：「這是非常明確地重申中國
恢復正常的一個機會。」
報道注意到，全國人大會議通常關

注國內問題。在當前的防疫形勢下，
會議形式將有所改變，有些會議採用
視頻會議的方式，整個會期也縮短
了。
另據法新社 20日報道，由於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響而推遲兩個多月後，
中國今年規模最大的政治活動拉開大
幕。中國將展示戰勝疫情的堅強決心
和管控能力。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戴安娜．傅
（音）說：「今年的兩會很可能是中
國宣佈抗擊新冠疫情的『人民戰爭』
取得全面勝利的時機。」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學者洪源

遠說：「中國過去40年的崛起緣於
它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而世界經濟
則依賴中國與其貿易夥伴相對友好
的關係。」
此外，弗蘭克．澤林20日在德國

之聲電台網站發表文章指出，兩會開
幕的象徵意義不容小覷。文章稱，中
國全國人大年度會議在推遲兩個多月
後，於周五在煥然一新的首都北京開
幕。全國人大會議現在仍能在北京的
人民大會堂舉行，首先就說明了一
點：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已經戰勝
了危機。
文章還稱，這也主要涉及象徵意

義：中國希望通過這一措施，在兩
會前再次展示決心。它應表明，中
國仍然有能力全面遏制病毒，尤其
是與美國相比。
新加坡《聯合早報》21日描述道，
在防疫的謹慎氛圍下，約2,100名來
自中國各地的政協委員當天下午抵達
人民大會堂時都戴着口罩。在安檢
處，工作人員請委員們摘下口罩核對
身份。主席台上的座位間距沒有明顯
加大，與往年沒有太大差別，委員們
也依然在人民大會堂一樓聽報告，無
須隔開就坐。這些安排都向外界釋放
出信號：中國已走出疫情，逐步恢復
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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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長 賦 介
紹，中國已經
連續十幾年糧
食豐收。圖為
5月22日，在
寧安市渤海鎮
上官地村一塊
稻田中，農民
在進行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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