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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进行时

本报记者 刘文韬

【观点】
创新专用资金运行管理制度， 重点扶持

片区区域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实施精准
扶贫。

【背景】
充分利用与发挥武陵山片区区域内现有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资源、 规模、 人
才、 技术、 管理等优势， 引领和加速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 对于全
面实现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农业产业发展
目标， 实施精准扶贫， 具有深远意义。 当
前， 武陵山片区区域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通过近些年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基础，
但仍存在着产业优势不突出、 发展速度缓

慢、 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 如怀化市像大康
牧业这样上规模的龙头企业不多， 目前年销
售收入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有
14家， 而且利用高科技发展现代农业的水平
低， 带动贫困农户发展特色农业的能力有限。
此外， 由于各级政府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
上还未能统一到位， 实际情况调研还不够深
入， 致使精准扶贫政策和措施缺乏创新。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王斌建议， 加强政策创

新， 增设武陵山片区的中央和地方的专项政
策与专项资金及具体实施办法， 重点扶持片
区区域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农业产业
资源整合、 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 引领片区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 同时， 以政
策为导向、 以市场为主体， 整合片区内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资源， 遴选一批确定参与片
区扶贫攻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明确其
在实施精准扶贫中的地位与功能， 并实施合
约精准扶贫目标考核与淘汰管理制度。 国家
和省级政府依据考核评估结果下拨给考核对
象的政策支持资金要精简手续、 一对一 （国
家或省直接对接被考核对象）、 及时兑现到
位， 反之取消政策支持并以不同方式追缴前
期已下拨的政策性支持资金。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本报记者 张斌 李勇

【观点】“行政化”已
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进
一步创新发展的最大瓶
颈和最大障碍。 如何加
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
进程， 实实在在地依法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已
刻不容缓。

【背景 】近年来，一
些本属于高校自主行使
的权力， 诸如教师招聘
与录用、学制年限设置、
学籍异动、学生转学、转
换专业、 毕业证的发放
等事务都被教育行政管
理和人社行政管理等部
门所剥夺， 严重制约了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发
挥。高校想要的、急需的
教师进不来， 制约了教
师队伍结构的优化；高
校教师能进能出、 干部
能上能下变得更加困
难， 扼杀了高校办学活
力； 教师职称评定被行
政化， 阻碍了高校的特
色建设和专业的个性发
展； 招生自主权被行政

化， 限制了高校的特色发展与自我发展；
办学水平评估和升格被行政化，不利于高
校之间的公平竞争。

【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建议，取消
高校行政级别，用大学的规章规范高校内
部治理机构，清晰界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
力的关系， 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激发高校办学活力。 要下放高校自主权，
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落实高校校长之
职权， 逐步推行教师职称评定由高校组
织实施的制度， 尽快改变政府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主导的高校办学水平、学科（专
业）建设水平和升格评估机制，向高校下
放招生自主权等。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刘绍英呼吁———

解决“看病难”
须扶持基层医疗机构
本报记者 刘文韬

【观点】
加大投入力度，健全双向转诊制度，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解决
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背景】
2011年国家新医改方案出台后，国

家和地方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的综合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普遍存在设备条
件落后、编制不足、医务人员素质不均衡
等情况。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只能使用国家规定的基本药
物， 原来很多可开展的医疗技术服务因
为药品限制， 只好把一部分病人向上级
（二级以上）医院转诊。由于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条件落后， 使得老百姓看病
宁愿去“挤”城市大医院，也不愿去基层
医院，以致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基层
医院却无人问津的状况。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刘绍英呼吁， 国家应

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和固定
资产投资力度， 制定分级负责的财政投
入政策， 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
费，以确保服务质量，满足实际需要；健
全双向转诊制度， 明确规定不同级别的
医疗机构所承担的任务， 并将大医院的
优势医疗管理和技术“复制”到基层，分
散大医院就诊压力，提高基层医疗机构
的医疗水平；制定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
引导卫生技术人才、大中专毕业生到基
层工作， 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
同时，严格落实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
的临床医生在晋升副主任医师技术职
称前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累计1年
的制度，并制定具体的考核办法，确保
其实效。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王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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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张尧学
委员 （右二 ）在教育
界分组讨论中发言。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代表委员声音

把城市污染物
处理成为有机肥

全国人大代表 陈代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的污染物也在不
断增加。其实，城市污染物通过处理可以
变成有机肥。有机肥为有机农业、生态农
业所必须，它能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
肥力，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还能遏
制环境污染。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在城镇
建设的规划中， 设计好城市污染物的分
类处理，并将此作为一个新型产业，将城
市污染物处理成价格低廉、 运输方便的
有机肥，变废为宝为农业服务。

本报记者 田甜 整理

大力弘扬“中国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 许仲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过程中，一要提炼出“中国精神”
的精髓，传递正能量，形成社会共识，
形成一系列的行为规范。 二要强化公
民“中国精神”的教育，在学校把“实现
中国梦我该怎么做” 编入政治或德育
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各
行各业强化“中国精神”教育，把相关
内容写入法律、法规和制度、行规。三
要社会精英作出表率，做弘扬“中国精
神” 的典范。 四要坚持正确的宣传导
向，大力推介弘扬“中国精神”的先进
典型，弘扬正能量。

本报记者 田甜 整理

把谷雨节气确立为“中国茶祖节”

全国人大代表 圣辉

炎帝神农氏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农耕社会，并
且发现了茶叶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作用，从而
成为中华茶祖、世界茶祖。多个国家级茶叶行业
组织和海外茶人代表，都曾一致商议确立每年谷
雨节气为“中国茶祖节”。确立“中国茶祖节”凝聚
着中华民族寻根问祖、 不忘祖德的迫切愿望，有
利于增进民族向心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还有
利于实现茶产业、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联动发
展，拓宽农村经济发展渠道，增加茶农收入。湖南
茶陵县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是茶祖发现茶
的地方，也是茶的发源地之一。因此，建议将每年
谷雨节气确立为“中国茶祖节”，并在茶陵开展祭
祀茶祖的纪念活动。

本报记者 田甜 整理

高等教育体制亟待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 何彬生

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体制，已
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亟待改革。首先，
要彻底转变观念，建立自由兴教准入
机制， 放宽民间资本投资教育门槛，
大胆启用民办教育管理人才。 其次，
要放权， 将高校办学自主权归还学
校，允许高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
业、自定收费标准，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抓宏观管理、抓教育质量评估，除
此之外，不得干预学校教学自主权。
同时，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给予民办
高校更大空间， 促进民办高校健康
发展。

本报记者 唐婷 整理

为失独家庭撑起一片温暖天空

全国人大代表 杨绍军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失独家庭不低于100万。
心灵上的孤独、经济上的拮据，令失独家庭蒙受巨大
痛苦。建议加大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力度，加大低保救
助力度，确保失独贫困家庭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
落实医疗救助措施，积极开展心理疏导，组织失独父
母定期进行心理康复，帮助他们舒缓精神抑郁、排解
心结，回归正常生活。对有精神疾病的失独父母，应送
专业医院治疗，在医疗救助时给予重点倾斜。应建设
专门养老机构，为失独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一个集
医疗、养老、临终关怀于一体的复合养老机构，解决他
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丧有所葬的难题。

本报记者 唐婷 整理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