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更好稳住“菜篮子”保障“钱袋子”？
围绕疫情下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住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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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 今日10:00，
芒果超媒、芒果TV出品的聚焦中国
新兴行业领域奋斗者的系列短视频
《闪耀的平凡》播出，献礼2020全国
两会。

《闪耀的平凡》共15期，邀请安
东尼·莫尔斯、 欧生·优丽两位外国
嘉宾担任观察者、体验者，围绕科技
创新、环境保护、农业科学、天文科
学、援外医疗等领域，探寻在这其中
独特的中国故事。 通过中外文化碰
撞带来的体验，传播中国文化，共享
中国科技成果， 展示中国与世界携
手同行、 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鲜活写照。
记者注意到， 节目聚焦了在杂

交水稻领域， 孜孜不倦培育新品种
的科研人员； 通过网络直播为农民
们销售农产品的农村电商销售新模
式；前往各个国家及地区，参与医疗
援助的医护人员；在物种保护领域，
改变濒危动物命运的熊猫保育员；
在天文学领域， 为获得重要的科学
发现而不断奋斗的工程师们。

据介绍， 此节目由国务院新闻
办对外推广局、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
指导，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
管理司支持。 ■记者 袁隽永

本报5月21日讯 今日上午，邵
东市牛马司镇西洋江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主张国祥像往常一样来到村
卫生室测血糖。这间近120平方米的
村卫生室，分设了诊断室、处置室、
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康复室、健康
教育室、公共计生服务室等，窗明几
净，各类医疗设施也较为齐全。

张国祥今年74岁，是一名有20
多年病史的糖尿病患者。“我之前一
直是到镇卫生院买降血糖药吃，坐
车很不方便。” 张国祥说， 去年11
月，家门口的村卫生室建好后，他基
本就不用再往镇上跑了。“现在看病
方便多了， 头痛脑热的小病走几步
路就可以到村卫生室解决， 卫生室
设立得好!”

与张国祥相距400公里的胡桂
娥老人也有同感。 胡桂娥是永州江
华瑶族自治县小圩壮族乡勾挂岭
村村民，老人一直患有高血压，但有
时总会忘记吃药， 村卫生室的医生
吴桂林每次帮老人测完血压都要
细心叮嘱她一番。

去年4月份， 勾挂岭村的标准
化卫生室正式投入使用。 这让处于

海拔近1000多米半山腰上的勾挂
岭村村民们欣喜不已。 以前到乡里
的卫生院看病要步行七八公里山
路，十分费劲。

村负责人介绍， 村卫生室的药
品及各功能诊室齐全， 可以满足村
民们的基本就医和用药需求， 尤其
是老人孩子的常见病， 卫生室都专
门做了治疗设备、 药品和医生技能
的针对性安排， 避免村民小病拖成
大病，大病拖垮全家。

农村贫困人口“家门口”看病有
地方、有医生是健康扶贫的一项重要
工作，也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2019年省政府将基本消
除村卫生室“空白村”作为12项重点
民生实事之一，采取多种措施建好村
卫生室、配好乡村医生，不断提升贫
困地区农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省1153
个村卫生室“空白村”全部完成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并配备了合格村医
（含乡镇卫生院派驻医生定期巡
诊），全省稳妥实现了行政村卫生室
“空白村”全部清零的目标。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叶佳兆

怎样完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 提升城市应急能力？
疫情背景下，如何稳住居民手中“菜篮子”价格、保障百
姓的“钱袋子”？如何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
的生活保障？……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民生热点难
点问题，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住湘委员们积
极建言献策。

■记者 陈月红

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它关系百姓的“钱袋
子”， 关乎千家万户的
“获得感”。疫情之下，如
何稳住就业保障百姓
“钱袋子”？

“中小微企业是农
民工就业的主渠道,我
国中小微企业更是贡献
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
就业。保中小微企业就是
保就业。” 王国海提议做
精政策设计文章，建立扶
持中小微企业“政策库”；
做实政策落地文章，畅通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做细政策优化文章，动态
修正和调整政策力度、范
围和有效时间，及时将具
有创新性和普适性的措
施推广等。

他表示， 疫情给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带来了
挑战， 最直接的影响在
就业扶贫环节， 建议扩
大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
围、 提高劳务输出精细
化程度、 加大生产经营
实体稳岗支持力度、实
施公益性岗位“三大一
高”行动。“三大一高”行
动， 即加大公益性岗位
开发力度， 扩大政府向
企业购买公益性岗位覆
盖面， 增大机关事业单
位服务性岗位向公益性
岗位转化量，适当提高公
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汇集
大量公益性岗位供大龄、
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确实
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
就业的返贫、致贫风险户
及暂时不能外出务工的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
同时继续托底安置无法
离乡、无业可创、无业可
扶的特困劳动力。

如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建设系统、强大、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如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提
升城市应急能力？住湘全国政协
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主委、省生
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建议，加
强公共卫生和防疫组织领导体
系、疫情监测预警体系、疫病医
疗救治体系、 疫情检验检测体
系，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人才培养
体系、公共卫生防疫资金和物质
保障体系、公共卫生防疫信息系
统，加快建设系统、强大、独立的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如何加强疫情监测预警体
系？潘碧灵建议进一步规范完善
传染病报告制度，建立“源头直
报”体系；强化预警机制，制定从

接报、排查、认定过程中相应的
预警处置预案，明确各级政府和
公共卫生防疫部门处置疫情的
相应职责和权限。

如何加强疫病医疗救治体
系？潘碧灵提议建立独立的公共
卫生防疫体系，“要有按照收治传
染病标准要求设置且具有足够床
位数的各种医院， 还应有与控制
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

如何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信
息系统？他建议，构建覆盖全国，
联通到村、信息完备、使用便捷
的公共卫生防疫和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体系， 形成防病治病、防
疫抗疫的“天罗地网”。

如何建立一个可以快速响
应的应急物流体系， 保障供给？
“疫情发生后， 海量医用物资不
断抵达武汉，但当地有的医院无
法及时获得急需医用物资。这暴
露了应急物流的堵点、难点和痛
点。”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
湖南省委副主委、长沙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国海建议，积极应
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更开放、信息
更透明、调度更科学、服务更专
业的应急物流新体系。

“以政府为主体框架， 广泛
吸纳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参
与。”鉴于救灾救急的时效性，他
建议建立公开透明的开放化应
急物流指挥体系；应急体系和互
联网社交平台形成联通互动，便
于资源在应急平台上进行聚合
和有序有效的流转。

“突发性灾难面前， 实现应
急物流数据的完整性、可靠性和
实时性是巨大的挑战。”他说，区
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可追溯性、防
篡改、共享、透明、分布式的优
势，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解决方向。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网
络技术，实施“按需分配”保障
应急物资的供给， 将紧缺物资
第一时间调往需求地， 可保障
突发公共事件的妥善处理。对
应急物流设施的布局进行统一
规划，有利于快捷救援，避免重
复建设。 建立高效的“绿色通
道”机制，充分保证应急物资运
输的高效快捷。

王国海还提议， 加快建立
“干线+仓储+配送”的专业化物
流服务。

如何建立快速响应的应急物流体系？
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实施“按需分配”

疫情之下，如何更好稳住居
民手中的“菜篮子”？住湘全国政
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
委、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巡视员
李云才建议，支持和推进相关企
业复工复产。其中在畜禽养殖方
面，各地主管部门要主动审核畜
禽养殖场、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生
产企业、屠宰场和畜禽物流运输
等单位新冠病毒预防措施，对审
核合格的要督促加快企业复产
和人员复工；加快培养畜禽产业

高端人才，做好指导和技术服务
工作；保障畜禽生产，并提供优
质畜禽产品，各地应制订应急保
障措施促进畜禽产业流通，构建
区域大数据平台， 协调物料、养
殖过程、畜产品销售，研发绿色
和智能养殖防控技术和开发功
能绿色优质畜禽产品。

他还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 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制
度，保障猪肉等重要农产品的有序
生产、有序供应,平稳市场价格。

如何更好稳住“菜篮子”？
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畅通“绿色通道”

如何更好保障
百姓“钱袋子”？
扩大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范围

聚焦中国新兴行业领域奋斗者
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开播

方便群众在家门口看病
湖南1153个卫生室“空白村”清零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李云才、王国海（从左至右）。 省政协服务全国两会工作组供图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