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两会好声音
“校园霸凌，学生自杀自残、伤

人甚至杀人等现象时有发生，对中
小学进行新生命观教育很重要、也
很有必要性。中小学德育应突出新
生命观教育，在孩子年龄较小的时
候， 就要教会他们如何正视生命、
尊重生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
副主委、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杨君武去年提交的有关劳
育内容的提案得到教育部充分肯
定。 从建议中小学开设通论性美
育课，到力主中小学劳育制度化规
范化，再到如今呼吁中小学德育突
出新生命观教育，教育是他履职关
注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他看来，近
些年来， 我国中小学德育在教学
内容方面逐步改进，但尚存一些不
足之处，如在生命观方面，现行教
材内容零散，相对系统完整的生命
观教育缺失。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
生命教育，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可能
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轻生、自残甚
至做出伤害他人违反法律的事情。

杨君武说，新生命观脱胎于传
统生命观，它在承继传统生命观中
积极合理内容之基础上，增添当代
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
界公认有关生命的新价值观念。新
生命观从传统生命观中吸纳的价
值观念主要有： 生命来之不易，珍
惜自身生命不要轻易自尽，尊重他
人生命不要轻率犯罪（伤人杀人），
爱护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生命不
要滥伐滥捕。

他表示，新生命观教育是德育
新领域，在我国中小学开展新生命
观教育，应适应青少年身心成长规
律和道德接受心理规律，可分为初
小、高小、初中、高中四个阶段；各
地中小学新生命观教育要因地制
宜、形成特色，可充分利用本地自
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社会
资源（特别是榜样人物），力争形成
地方特色乃至学校特色。

■记者 陈月红

如何杜绝校园霸凌、减少学生自杀自残，杨君武委员开“药方”

中小学德育应突出新生命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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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剩余的未脱贫对象
主要为贫困老年人、 重病重残
和整户无劳动能力的家庭，脱
贫难度大。 贫困残疾人仍是脱
贫攻坚的‘硬骨头’。”全国政协
委员、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
方建议，发挥“融合就业”模式，
让残障人士“有尊严脱贫”，解决
残障人士可稳定脱贫、可持续脱
贫问题。所谓“融合就业”，就是
把残障人士看成是特殊人力资
源，倡导企业、社会与残障员工
双向选择，市场化配置，发挥残
障人士资源功能，强调其能以自
己的方式干什么，注重工作岗位
融合、 激励机制融合和文化融
合，探索残障员工和正常员工的
合理配比。

全国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海建议，在
“后疫情时期”，建立“消费+金
融”“产业+金融”“新基建+金
融”“就业+金融”等脱贫攻坚金
融应急机制， 确保贫困退出的
稳定与可持续。

他认为，为贫困人口创收增
收是“后疫情时期”的首要任务，
建议消费扶贫行动中，定向发放
消费券并指定用于购买贫困地
区特色农产品或贫困地区观光
旅游；金融部门应为贫困地区重
点保障企业、特色产业和观光旅
游服务企业开通金融服务绿色
通道；“新基建”在促进扶贫攻坚
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
接上有重要意义，是贫困地区消
除疫情影响、实现脱贫摘帽和弯
道超车的助推器。

如何做好疫情“加试题”打赢脱贫攻坚战？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借助“新基建”促进产供销有机衔接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如何逐步消除因病致贫返贫，助力
脱贫攻坚？如何做好疫情“加试题”，打赢脱贫攻坚战？今
年全国两会上，围绕脱贫攻坚，住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
建言献策。

■记者 陈月红

“融合就业”让残障人士“有尊严脱贫”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全面铺
开，十八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由
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
14668元，“穷旮旯”成了“幸福
窝”。 十八洞村的巨变是湘西脱
贫攻坚成效的缩影。

作为精准扶贫事业的参与
者与见证者， 全国政协委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
副主席石红继续为贫困群众
代言，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产
业扶持、野生动物养殖业退出

转产、职业教育发展等积极建
言献策。

“基层脱贫容易， 但要解决
根本的长富久富，并不容易。”石
红认为， 应从产业的路子去发
展，发展贫困地区民族特色产
业，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继续
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尤其要注
重差异化的支持，同时也要加
大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以及
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为
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

发展贫困地区民族特色产业 “未成年人接触网
络的现象非常普遍，有
很大一部分人沉溺于

网络游戏，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
心健康。 因此需要在保证未成年
人合理使用网络的同时， 保护未
成年人免受不良网络及游戏的负
面影响。”

【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聂鹏举建议，立法规范
监管，建立网络游戏发行审批制
度，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游，经过
发布符合性审查后，进行集中统
一管理，同时对未成年人进行网
络公益宣传，学校开展对未成年

人的网络教育，杜渐防微。
聂鹏举表示，针对未成年人

的网游，尽快立法规范管理网络
游戏厂商，包括游戏内容、发行符
合性审查、适龄管理、实名制及人
脸认证、分级资格管理、时长时段
管理、付费管理、行业监管等，对
未成年人的网游实施限制管控。
对标明适合未成年人的网游重点
进行审批， 其他网游在实名制及
人脸认证机制下， 避免对未成年
人进行开放。“从国家层面规定一
个部门牵头归口管理， 比如网信
办，避免多头管理。监管内容包括
游戏审查、发布、资格认证、网游
时间与时段监控、付费管理等。”

■记者 丁鹏志 黄京

“他以前是老少皆知的贫苦
汉子，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养鸭
大户、种粮大户。”在宁乡市灰汤
镇双盆村，问起脱贫致富典型张
崇六，村民们齐点赞。今年54岁
的张崇六，2014年还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 借着精准扶贫东风，他
的人生“开了挂”，不光自个脱贫
致富，还带动15户贫困户一起养
鸭，免费提供鸭苗、对接销路，户
均每年增收7000元以上。

脱贫致富不仅是贫困地区、
贫困村的事，也不仅是政府的事，
更是全社会的事。2019年3月，省
文明办、省工商联、省扶贫办、省
妇联联合制定了《关于在全省广
泛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
奔小康”活动方案》，并在全省迅
速启动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省扶贫办明确了四大任务：
一是锁定重点帮扶对象，由各级

扶贫主管部门指导乡镇、村及时
对建档立卡系统中特殊困难对
象进行摸排，确定活动帮扶的重
点对象；二是安排帮扶联络员和
主体帮扶人， 按照就近原则，动
员引导经济条件较好、有爱心的
同乡同村族亲乡邻或社会爱心
人士等，为每户重点帮扶对象确
定1名主体帮扶人； 三是充分发
挥“中国社会扶贫网”的平台作
用，把帮扶对象的贫困需求与社
会爱心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四是
深入开展“我想有个家”、扶贫助
学等公益募捐活动，将募集社会
资金集中用于重点帮扶对象。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帮扶134万
人次，实施陪护照看、环境卫生、
医疗服务等帮扶264万次， 帮扶
资金1.01亿元、帮扶物品90万件。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叶佳兆

发动社会力量，全省帮扶134万人次

“当前，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 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
同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球经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国内
经济运行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财信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胡贺波结合国际金融控股集
团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分析表示，
金控集团因其具有多种金融牌
照、协同优势明显等特点，能有
效增强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

间的适配性， 提高市场化资源配
置效率， 与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
的内在要求相符， 也与发达经济
体金融业发展路径一致，建议出台
更多支持金控集团发展的措施，
以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国际金控集团的发展
态势及监管检验，胡贺波认为可
通过制定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股
权划转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建立
集中统一的综合金融监管标准
体系；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分类
评级管理；允许并鼓励金融控股
公司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协同推
进内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客户
渠道迁徙互换，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等方式支持金控集团发展。

■记者 丁鹏志 黄京

聂鹏举代表：
实施实名制及人脸认证，管控未成年人沉溺网游

胡贺波代表：
“金控”建设是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5月 27日上
午， 来自不同行
业的苗振林、唐
纯玉、 童路雯和
金进尧代表（从左
至右）在一起畅聊
生态环境保护话
题。

记者 罗新国
赵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