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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改善抓住了“牛鼻子”找准了突破口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民生目标任务靶向准、落点实、承诺硬

怎样把特色农产品卖出
去，卖出好价钱，确保贫困户在
产业发展中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怀
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
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认
为， 不妨把农业产业园创建与
城市农产品运营体系建设相结
合， 让农产品可以从扶贫村直
达市民餐桌。

在谭泽勇所在的楠木桥村，
正在建设一个扶贫产业园，种植
了包括猕猴桃、血橙、蓝莓、黄桃
等18种水果。 由于水果质优价
廉，这两年广东、山西等地的企
业都直接来向园区下订单。

“合同一签， 他们就预付了
购买水果的钱， 只等着水果成
熟发货。”谭泽勇认为，这样的收
购模式解决了贫困户产品滞销
的后顾之忧， 也使贫困户们种
植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谭泽勇希望能在楠木桥村
和长沙市区进行试点。 他构想
的路线图是这样的———以楠木
桥为核心区、 麻阳为示范区，试
点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 在长
沙市试点建立农贸市场和社区
生鲜食品直营店，再采用“价格
保底+盈利分红”的产品订单方
式，由长沙消费者提前预订。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建立
健全标准化农副产品供给体
系， 切实做到产品生产可追溯，
产品配送可追踪。”谭泽勇说，通
过这种模式，一方面使消费者得
到物美价廉的绿色有机食物，另
一方面使农场因为向社区直销，
实现了更稳定的收入，为精准扶
贫、产业致富创出一条新路。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在市场上， 您每买一份贫困
地区的产品，就是给扶贫出了一份
力。”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步步
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建议，围绕扶贫
产品的全供应链进行完善，出台相
关政策，推进解决相关痛点，形成
全社会参与扶贫的消费大潮。

酒香也要会吆喝

新宁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
地， 这里生长的华脐个大、 口感
好，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是全国四
大脐橙产地之一。 往年一到收获
期都会吸引各地的批发商主动来
收购，但是近两年来，随着外地及
进口橙的冲击， 习惯了坐等客户
上门的华脐市场越来越小。

“俗话说得好，酒好也怕巷子
深，酒香也要会吆喝。”王填说，好
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一直是扶贫
常见的难题。近年来，湖南的很多
地区都遭遇过大白菜、西瓜、葡萄
等农产品滞销而经济受损的事。

王填分析， 贫困地区农产品
受规模、成本、技术、标准、交通等
多个方面的制约，缺乏竞争力，加
上农民不了解市场需求和规律，
鲜活农产品的难卖现象成为影响
农民持续增收的一大问题。

消费将成为扶贫“新动力”

“通过消费带动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进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这
是扶贫事业可持续的重要方式。”

王填介绍，2018年6月， 湖南
省农委和步步高联合举办了一场
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来自全省51个贫困县的农产品和

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进行了产
销对接。 本次活动签订产销协议
金额数千万元， 货真价实地架起
了一座连接生产与销售的桥梁，
让更多贫困地区的优质特色农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

“贫困地区的优质生态其实
是一笔财富， 通过有公信力的销
售渠道售出更多产品， 对农民是
机会对广大消费者同样也是机
会。”王填代表认为，我国扶贫工
作将进入第四阶段， 即以消费为
核心的信息化扶贫阶段。 消费会
改变贫困地区的市场基因， 让贫
困地区的产品对接市场， 以信息
化赋能的方式来提升其竞争力，
消费将成为扶贫的“新动力”。

破解农产品规模化生产难题

迅速推进消费扶贫，必须围绕
扶贫产品的全供应链进行完善，出
台政策推进解决相关痛点，形成全
社会参与扶贫的消费大潮。

王填表示， 特色农产品难以
形成规模化生产是一道难题。他
建议，出台扶贫产品“三品一标”
农产品认证政策， 帮助扶贫农产
品建立生态产品优势。目前“三品
一标”认证，对于贫困村来说，存在
收费高、门槛高的问题，国家应进
行政策扶贫，降低认证门槛，提升
贫困村农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还要防范借贫困地区之
名实行非诚信行为的现象，建立统
一的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和绿
色农产品推介平台，将扶贫农产品
统一标识，方便社会各界和消费者
畅通购买，从而形成扶贫农产品大
品牌。 ■特派记者 刘璋景 黄京

王填代表：
完善扶贫产品供应链
让消费打开另一扇“脱贫门”

谭泽勇代表：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让农产品直达餐桌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推动解决重点民生问
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报告提出的民生目标和任务靶向准、 落点实、
承诺硬，勾勒了令人期待的美好生活
图景。

靶向准：
聚焦民生痛点难点

“我粗略计算了下， 政府
工作报告中涉及民生的内容，
占了整个篇幅的约四分之
一。”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
集团总裁李燕手上的政府工
作报告，涉及民生的部分画满
了圈圈点点。

收入、消费、医疗、就业、
教育、养老、扶贫……李燕说，
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福祉放
在推动发展的落脚点上，今年
涉及民生的工作更加具有针
对性，靶向更准。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
压力不减、 结构性矛盾凸显，
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

报告提出“就业优先政策
要全面发力”“今年首次将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
面”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
这体现了中央对就业的高度
关注，抓住了民生改善的“牛
鼻子”。

聚焦民生痛点、 热点、难
点，靶向施策准———

针对癌症和常见慢性病
报告提出，要实施癌症防治行
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
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
痛点，并要求做好常见慢性病
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
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
面看，报告抓住了百姓健康和
医疗的关键问题，通过医疗、医
保、医药等方面综合发力。”全国
政协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
长方来英说， 以实际问题为靶
向， 就找准了民生工作的突破
口和切入点，制约发展的“瓶颈”
“老大难”也将更好缓解。

落点实：
任务举措细致实在

民生事办得好不好，关键
是实不实。

报告既着眼关系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问题———
为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报
告提出，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
成果，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要下降3%。

报告也关注百姓生活中
的操心事、烦心事———婴幼儿
照护写进报告； 大力发展养
老， 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

康复护理等服务的机构给予
税费减免、资金支持；居民医
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
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一枝一叶总关情，报告
中民生干货实实在在， 落点
都在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扛起的
是千家万户的责任。”全国人
大代表、 山东省济南阳光大
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卓长立说。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
以上；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
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下
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 ， 各地可降至
16%；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
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
60%……代表委员认为，报告
中细化的数字和清晰的任务
描述，凸显了民生工作之实。

承诺硬：
明确硬指标、时间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但基
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不减。

翻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确保”“决不”“坚决”等字
眼不少，硬承诺达标的意味更
加凸显。

民生任务一诺千金，如何
说到做到？

坚决为民生保障筑牢财
政根基———

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政
运转压力。

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的防线———

药品疫苗攸关生命安全，
必须强化全程监管，坚决守住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平安生活———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依法惩治盗抢骗黄赌
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打击非法
集资、传销等经济犯罪，整治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

民生保障无终点，只有不
断的新起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潜
江市市长龚定荣说，民生工作
“硬承诺” 意味着必须完成的
任务，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也对抓好落实提
出了“硬约束”。 ■据新华社

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南存辉、叶青、周鸿祎、周群飞
谈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