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1版冤 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模范遥

宏伟蓝图令人鼓舞袁发展目标催人奋进遥 我们务必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六届三次全会和这次市
野两会冶的决策部署上来袁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袁以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袁以新征程担当新使命袁以新使命展现新
作为遥 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袁 我们都要聚焦脱贫攻
坚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尧乡村振兴尧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创新尧生态文明建设尧新型城镇化尧民生事业发展等
重点任务袁坚决打好六大攻坚战袁确保瑞金始终在新征
程中勇当尖兵尧走在前列袁共同把瑞金发展的新蓝图新
愿景变成美好现实遥各地各部门要咬住目标不动摇袁精
心谋划袁精细落实袁以钉钉子的韧劲尧言出必行的干劲袁
办好每一件事袁干好每一天袁走好每一步袁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新跨越遥

开启新征程 展现新作为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尧更加昂扬的斗志尧更加务实的作风袁坚定信心尧
保持定力袁同心同德尧砥砺前行袁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袁把瑞金打造成为新时代革命老
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模范而不懈奋
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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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袁市商务局多次联合
企业共同开展了爱心助力脱贫帮扶活动遥 2月 4
日袁红都水产尧好莱克尧佳惠宝尧金瑞保安等企业为
九堡镇小陂村 102户贫困户送上价值 2万多元的
棉被和食用油, 让贫困户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尧来
自社会的关爱遥

曾大勇 本报记者朱燕摄

2月 6日袁 市政协六

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遥
2018年是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袁是改革开
放 40周年袁 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尧实施野十三五冶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遥
记者了解到袁 本次政协会
议袁瑞商回归尧乡村振兴尧电
商扶贫成为委员们密切关
注的热点话题遥

市政协委员罗冠是广
州健佰式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袁他一直对瑞
商回归这一话题比较关注遥
野我这次的提案是关于吸引
在外瑞商回归投资的提
案遥 因为从市委市政府提
出野主攻工业尧三年翻番冶
的战略以来袁 很多在外的
瑞商回归瑞金投资遥 我觉
得袁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再
出一些政策和措施袁 吸引
更多的瑞商返乡投资兴
业袁助力家乡的经济发展遥
比如说袁 成立一个瑞商回
归工作领导小组袁 包括牵
头组织召开世界瑞金人大
会袁出台好的政策措施袁把
瑞商吸引过来尧 扶持他做
起来尧 把他留下来遥 2018
年袁 我相信在这几天的会
上袁 能够了解到我们市里
更多惠民生尧 促经济发展

的政策措施袁 我相信接下来瑞金的发展肯
定会越来越好遥 冶罗冠说遥

政协委员冷凯的提案是关于加快特色
农业发展遥他说院野前期我们在听取习近平总
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袁报告当中指出要加快
乡村振兴发展遥 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袁特别
是来自基层的委员代表袁希望能通过这样的
机会袁呼吁市委市政府在加快农村特色产业
这块下大力气袁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方面
出台优惠政策遥 冶作为黄柏乡的党委统战委
员袁冷凯从日常工作中寻找经验袁他说院野像
黄柏来说袁 脐橙产业发展现在非常壮观袁同
时我们发展了百香果尧蔬菜产业袁我们乡里
面在这一块做了多方面的基础工作遥特别是
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方面袁这个脱贫成
果是可持续和稳定的遥 冶

钟华牵头成立了九堡镇慈坑村种养合
作社袁合作社吸纳了当地不少贫困户袁并且
通过电商平台将九堡镇的农特产品推向全
国袁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袁增加了贫困户
的收入遥 野这次我带来的提案就是关于电子
商务进农村的意见与建议袁 瑞金现在有很
多土特产品袁 而电子商务是一个非常大的
空间袁 我希望通过电子商务这个平台把瑞
金的土特产品销售出去遥 希望政府第一要
加强人才的培训袁 因为现在电商人才比较
稀缺曰 第二要加大对电商人才培养的资金
投入曰第三在物流方面袁能否按照之前 2元
一单的电商渊物流冤补贴袁今年持续下去遥 冶
钟华如是说遥

野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袁 求真
务实袁部署 2018年工作,目标明确袁措
施有力袁听后令人振奋遥 尤其是市长
在报告中讲到的耶岁月不居袁天道酬
勤曰艰难困苦袁玉汝于成遥 爷这句话袁更
是让我感受到了政府真抓实干的工
作作风和倾情为民的工作精神遥冶2月
6日上午袁 正在参加市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的人大代表尧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曾春兰激动地说遥

通过前期的深入调研袁曾春兰向
大会提交了关于提高居民医疗报销比
例的建议和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尧 遏制
我市艾滋病疫情的提案遥 曾春兰告诉
记者袁当前袁我市艾滋病疫情还处于低
发尧低流行状态袁主要在高危人群中流
行袁但是疫情处于上升趋势袁如果现期
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袁 失去最

佳防治时期袁 可能很快进入中发期或
高发期袁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袁
后果将不堪设想遥

近几年来袁 我市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袁 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取得了一些
成效袁 但仍然存在部门之间艾防工作
发展不平衡尧 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
长期存在尧 重点场所和高危人群宣传
干预工作难度大尧 艾滋病防控人力投
入不足及防控知识宣传广度深度不够
的问题遥 曾春兰建议将艾滋病防治工
作纳入政府尧部门年度中心工作考核曰
健全多部门协作机制袁 加大综合干预
力度曰提高宣传教育针对性袁增强群众
防艾意识袁关爱艾滋患者袁消除歧视曰
提高检测咨询可及性和随访服务规范
性袁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减少传播曰
加大公益组织尧 社会团体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参与力度尧 加强艾滋病防治专
业机构和队伍建设袁通过共同努力袁最
大限度地遏制艾滋病疫情蔓延袁 提升
城乡群众的健康水平遥

曾春兰还提到袁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并轨后袁居民渊指非贫困户冤医疗报
销比例平均是 60%-70%袁 低于 75%袁
较之并轨前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袁以
居民在乡镇卫生院治疗报销为例袁并
轨前最高约 90%袁 而并轨后最高约
75%袁也就是说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
轨后袁 居民的医疗报销比例是下降
的袁看病负担在增加遥 为了减轻居民
医疗负担袁她建议进一步提高居民医
疗报销比例袁同时袁探索把非贫困户
购买商业保险纳入范畴袁降低非贫困
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袁巩固我
市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果遥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2月 6日
上午袁我市举办政协大讲堂暨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袁邀请
党校教师为参加市政协六届三
次全会的全体政协委员授课袁让
委员们深入领会十九大精神袁特
别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意义的理解遥

讲座上袁 党校教师为全体委
员讲授了主题为 野推进绿色生态
建设美丽中国冶的专题课遥授课教
师用扎实的理论功底袁 详实的课
件资料袁 生动的语言为大家讲述

了建国以来我国对于生态文明理
念的变化尧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
文明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袁以
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
突破袁 让全体委员对于十九大报
告中生态文明的内容有了新的体
会和认识遥

政协委员钟佳霖说袁 这次两
会袁 委员们首次通过政协大讲堂
学习十九大精神袁 对于政协委员
们来说袁我们思想站得更高了袁看
得更远了袁在今后政协履职中袁参
政参到点子上袁议事议到关键处袁

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袁 为民发
好声袁为民办好实事袁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遥

政协委员钟金宬说 袁 会议
期间 袁我们专门走进政协大讲
堂 袁认真聆听了生态文明建设
专题讲座 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建设美丽
乡村的重要意义 遥在今后的工
作中 袁我们一定更加注重对绿
水青山的保护 袁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 袁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
工作 遥

提升城乡群众健康水平
要要要访市人大代表曾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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