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

2016.3.16��星期三 编辑 匡萍 图编 覃翊 美编 禹元杰 校对 刘湘

本报3月15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来到全国两会湖南新
闻媒体驻地， 亲切看望慰问奋
战在全国两会报道一线的湖南
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红网
等媒体新闻工作者， 对大家的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
文、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
法一同参加看望。

“你们用了心，抓得好”

来到湖南日报两会前方报
道组驻地， 徐守盛仔细浏览连
日来的报道， 并通过电子显示
屏了解新湖南客户端的两会新
媒体报道， 为湖南日报的报道
成果“点赞”。“大家很敬业、很
辛苦，取得的成绩很显著。”

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当天，湖南日
报通过消息、现场侧记、评论、
专题等多种形式， 以5个版的
超级容量对这一重大新闻进
行了全方位、 多视角报道，及
时生动地将总书记到湖南团
参加审议的情况及重要讲话
精神传递到三湘大地，此后又
及时跟进，围绕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突出了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民生保障、农业现代化
建设等多个专题。特别是新湖
南客户端充分发挥新媒体优
势，第一时间发出《习总书记
来到咱湖南团》的消息，并推
出《我向总书记报喜》《一抬
头，就看到了总书记的亲切面
容》《向总书记汇报农村三个
新期盼》《请听，总书记的湖南
足音》 等近10条全国首发稿
件， 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反

响。 报道得到中宣部充分肯
定，徐守盛高兴地说，“你们用
了心，抓得好，这些报道我都
仔细看了。”

得知湖南日报社派出旗下
湖南日报、 新湖南客户端、华
声在线、三湘都市报、潇湘晨
报、湖南微政务的30多名骨干
记者奔赴北京， 以力量整合、
媒体联合、 形态融合的方式，
集中聚焦全国两会报道，先后
受到中宣部5次表扬。 徐守盛
说， 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把
新闻主战场搬到北京，搬到全
国两会的新闻现场。

“报道带来了满满正能量”

看望中， 徐守盛对湖南日
报、 湖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的
全国两会报道给予充分肯定。
“通过大家的报道，充分展现了

媒体湘军能打硬仗的精神，展
示了湖南人民的精气神， 带来
了满满的正能量。”

徐守盛指出， 这次大会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
南团讨论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是指导我省今年、“十三五”
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工作的
重要遵循。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三个着力”“一个抓
好”要求，结合湖南实际，切实
抓好贯彻落实， 坚决守住民生
底线， 以实际工作获得老百姓
的“点赞”。希望各新闻媒体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将版面、镜
头、话筒聚焦五大发展理念，聚
焦改革第一线，聚焦基层，聚焦
经济建设主战场， 为改革鼓与
呼，进一步传递湖南好声音、传
播湖南好形象， 共同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

■记者 唐婷 陈昂

徐守盛亲切看望我省全国两会新闻工作者

“报道展现了媒体湘军的精气神”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谢勇提出建议，通
过加大制度统筹的力度、 安排五
保供养专项资金等方式， 进一步
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谢勇提出，农村五保供养从
2006年起由政府负责提供救助
以来，中央财政没有安排专项资
金，一般性转移支付也未安排五
保供养补助资金。10年来， 全省
各级财政投入大量资金，确保这
项民生托底制度顺利实施，市县
基层反映资金压力非常大。

为此，谢勇代表提出两点建
议，一是进一步统筹特困人员供
养制度，确定供养标准的制定方
式和自然增长机制，将供养服务
机构建设、 散居对象住房改造、
医疗救治等资金整体纳入五保
供养资金内；二是建议国家层面
安排五保供养专项资金，由财政
部社会保障司统筹安排，使五保
供养资金能够随着对象基数和
物价水平进行调整。

■记者 吕菊兰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要
让农村靠自己的资源和努力富
起来。”全国人大代表、安化梅山
文化园董事长张青娥建议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把休闲农业发
展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
的重要工作。

休闲农业作为农村一二三
产业发展的融合体， 近年来发
展迅猛， 已成为一种新型产业
形态和消费业态。

“发展休闲农业绝不能‘村
村点火，户户冒烟’。”张青娥建
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因地制
宜， 将休闲农业建设规划与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现
代农业发展规划、 旅游产业发
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她
还建议政府在财政投入、 信贷
支持、用地支持、税费优惠等方
面对休闲农业加大扶持力度。
“在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分别
建立休闲农业发展专项扶持资
金， 凡是经农业部门认定的星
级休闲农业企业用电、 用水无
条件享受当地农业用电、用水收
费标准，省级五星级以上休闲农
业企业享受当地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 黄娟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
根本所在。然而近年来在多重
因素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发
展面临严峻挑战。正在北京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的全国人大代表、耒阳市龙塘
镇东冲村村委会主任伍冬兰
建议，大力发展我国中小城市
新型实体经济。

【现状】
“实体经济不实
虚体经济太虚”

伍冬兰在调研中发现，大
部分中小城市存在着实体经
济规划盲目跟风、经济结构失
衡不均、 经济运行虚火旺盛。
“实体经济不实， 虚体经济太
虚”在我国部分中小城市经济
发展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伍冬兰说，“实体经济不
实”主要表现在存在不同程度

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速度
较快、缺乏实体经济战略规划
等问题。“要素成本上升过快
直接导致实体企业经营困难，
甚至严重亏损和破产倒闭，很
多企业家因不看好实业转向
从事泡沫经济行业。”

“虚体经济太虚”主要表
现在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
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
领域、 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
和投资资金供给不足等。相
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
中小城市作为新兴市场，经
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市场
监管能力相对薄弱， 游资更
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 以达
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
目的。伍冬兰认为，如果处理
不好， 将严重影响中小生产
资源的合理配置， 造成地区
经济持续低迷、 社会治理风
险集中爆发等一系列问题。

【建议】
用“工匠精神”
做好新型实体经济

伍冬兰提出，原有实体经
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调整更新
与转型升级。中小城市在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新型实体经济
是应对发展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小城市做好新型实体
经济需要‘工匠精神’。”伍冬
兰建议尽快出台《中小城市新
型实体经济发展规划》， 核心
是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关系，可以考虑明确中小城
市以新型实体经济为主，兼顾
发展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虚拟经济。伍冬兰建议开展试
点，将发展新型实体经济作为
城镇化的有力依托。她还提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
小城市新型实体经济发展。

■记者 吕菊兰 李国平

全国人大代表伍冬兰：部分中小城市“实体经济不实，虚体经济太虚”

用“工匠精神”做好新型实体经济

二孩政策今年全面落地，
怎样缓解母婴健康服务供需矛
盾？ 怎样规范母婴健康服务市
场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吴正有
等展开了讨论。

吴正有代表表示， 目前母
婴健康服务企业存在“弱小企
业多、 规模企业少， 一般企业
多、品牌企业少，中介企业多、
员工制企业少，家族企业多、公
司制企业少，传统企业多、新型
企业少”的“五多五少”现象，母
婴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
质亟需培训与规范管理。

作为医疗健康教育行业代
表，何彬生代表表示，40%左右
的母婴家庭不仅需要月嫂、育
婴师、 母婴护理师等传统母婴
护理服务，孕产妇心理疏导、月
子膳食调理、内分泌调理、中医
催乳、中医小儿推拿、产后康复
等母婴健康护理方面的个性化
需求强劲， 需要五百万母婴从
业人员来提供服务。 二孩政策
的全面实施， 这类细分的职业
技能人员将会面临供给严重不
足。

吴正有建议，“我国应加快
立法步伐，将生育便民服务、生
殖健康服务、 母婴职业技能培
训、 母婴健康服务等从业行为
和市场秩序， 纳入法制化的管
理范畴。”刘国忠代表建议，“国
家应支持母婴健康服务的职业
培训， 每培训一名合格的服务
员并上岗就业， 就予以一定补
贴， 确保培训就业服务良性循
环。” ■记者李国平

关注全面二孩， 代表热议
母婴健康服务供给侧改革
加强母婴健康
服务职业培训

两会·关注二孩

张青娥代表：
因地制宜
发展休闲农业

谢勇代表：
农村五保供养
需有专项资金

两会·经济热点

两会·聚焦民生

谢勇 伍冬兰 张青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