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的监督体制机
制就是我们国家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
书局巡视员傅文杰打了个形象
的比喻。

│052018年3月13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孔学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为了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李点

美丽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巩固蓝天保卫战，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严格环境执法，携手行动，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中国。有关“美丽中国”的话题在河南团代表中引起热议。

科学治水
全力保障水安全

增强人民群众的
蓝天幸福感

●● ●● ●●

为美丽中国
筑牢“大地之基”

两会好声音好声音

两会观察观察

□本报记者 柯杨

一条千余公里的大运河，承载
着中国漕运的千年繁华，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中重新泛出鲜活的
色彩。

“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
地区的共同责任。”“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这一历史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全国
两会激荡、回响，让这条流淌千年
的文化动脉活起来、动起来、靓起
来，成为河南、浙江、江苏等代表团
共同的心声。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翁杰明在
河南团一次分组会上说，河南是隋
唐大运河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遗
存最为丰富。代表们听了纷纷点
赞：“提气！自豪！”

“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
物馆”“支持浙江建设国家级运河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贡献‘扬州智慧’”……
在大运河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
上，包括河南在内，不少地方都积
极行动。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编制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要想使大运河资源“活”起
来，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跨省市、
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系统工
程，沿线各省市应在中央统一领导
下，同频共振同心协力，打好“组合
拳”，念好“融字诀”。

把保护和利用融起来。住豫
全国政协委员梁留科说，不少人把

大运河定位成一条“文化之河”，但
大运河的影响不仅在文化方面，应
该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对其在考
古、社会、经济、生态等诸多领域的
价值统筹挖掘和提炼，将保护和利
用整体推进起来。

把历史与现代融起来。大运
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
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
之路的连接线，比如通济渠就是贯
通南北、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
内陆水系。正如驻苏全国人大代
表高毅进等人所说，大运河如同编
织花环一样，将丝绸之路串成环
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
商品贸易通道。让大运河再现光
彩，就要沟通古今、连接世界，在新
时代找到新支点。

把沿线各地融起来。建设大
运河文化带，就要在沿线城市构建
区域互动合作机制，不仅讲好大运
河文化带的“河南故事”“北京故
事”“浙江故事”，更要立足于讲好

“中国故事”，让大运河清波汩汩。
住冀全国政协委员徐英等痛心

地说，申遗成功后，一些沿岸村庄放
松了管理，出现了向河中倾倒垃圾
等现象。大运河的保护开发是大工
程、系统工程，现实中难点多、困局
多，多地参与、多部门管理，有序推
进、齐头并进绝非易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让千年大运河
真正“活”起来，是大局意识的彰
显，是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也是对
执政智慧、能力和水平的一次检
验。③5

□本报记者 孙欣

“参加海外游学的出游人次
越来越多，市场规模已达上百亿
元，但海外游学尚未建立起完整
的游学内容监管体系 ，乱象不
少。”3月 12日，全国政协委员、致
公党河南省委主委王鹏杰说，应
抓紧规范海外游学市场，给其套
紧“金箍”。

王鹏杰说，随着人民经济条件
的不断改善，海外游学已成为一种
潮流，不仅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认
可，还获得了国家相关政策的支
持。海外游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市场主体鱼龙混杂、游而不学、游
学机构与学生及家长之间责权不

明、安全隐患大等一系列问题也逐
渐暴露出来。

王鹏杰认为，目前我国海外游
学市场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
海外游学性质不明确。游学究竟是
商业行为还是教育行为，要尽快为
其定性，加强市场监管。二是有关
海外游学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文件，但这些
文件没有强制约束力，对游学市场
的监管尚有“一定距离”。

“应尽快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的
监管职责，规范游学市场，指导学
生、家长慎重理性选择游学组织和
项目。在此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强
化管理，使莘莘学子真正游有所学、
游有所得。”王鹏杰说。③7

“融”出运河活水来

建立海外游学市场监管体系

3 月 12 日，出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
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AR“上”两会
报纸“动”起来

QQ“扫一扫”

□党永富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技术部部长

土好才能粮好，土安才能居安。河南是全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保护好土壤环境事关农产品
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

令人警醒的是，化肥使用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日
益凸显，过量施肥、盲目施肥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
本、造成资源浪费，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或碱
化、重金属含量增加、有机质单一，形成土壤、水、大
气、农产品的立体污染。

治理土壤污染需要强化技术支撑，从源头对土
壤污染进行系统化防治与修复。目前国家提倡用有
机肥代替化肥，但有机肥存在成本高、产能低等限
制，所以改善土壤质量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在新技
术的支撑下，合理调整施肥方式，相应减少化肥和农
药的使用量。在化肥减量增效提质、提高土壤科技
支撑能力方面，河南、黑龙江、新疆等地已有成功探
索，其经验和模式值得推广，尤其是在粮食主产区，
应该优先开展减肥增效。

前几天，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
几年，农产品检测合格率在96%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
总体上有保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农药残留、农产品
重金属超标、非法添加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这位负
责人提出，要提供更多的优质、安全、绿色农产品，就要
按照国务院“土十条”的部署，做好正在开展的农用地
土壤污染详查工作，对土壤污染实行分类治理，从源头
上保障农产品安全。我对此非常赞同，目前土壤存在
的问题，大部分是处于“亚健康状态”，就像人一样，需
要通过减少“大鱼大肉”，也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调
节“血压血糖”，使之恢复到健康状态。建议有关部门
在充分考察、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加大高效实用技术的
推广力度，做好生产管控，推进生产过程绿色化，加强
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确保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安全可控，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期待。③4

（图/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徐衣显 全国人大代表、焦作市市长

焦作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
市之一，近年来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把环境保护作为生存的底线和
生产的红线，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重要民生工程，精准发力、强力攻坚，取得了阶
段性重大成果。

坚持科学治污，聘请了国家“千人计划”
PM2.5防治专家组查“病根”、开“药方”，每日分析
调度，有针对性地建立了“1+8”制度体系，念紧了
治理雾霾的“紧箍咒”；突出精准治污，聚焦燃煤污
染、工业污染等重点领域，实施七大污染治理提升
工程，提前完成燃煤锅炉改造任务，整治取缔2361
家“散乱污”企业，主动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强化
依法治污，出台《北部山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建
立生态补偿制度，开展“蓝天风暴”执法行动，用法
律红线守护好生态底线；推进全民治污，全市划分
网格，创新“一长四员”制度，实现“每个地方有人
管、件件污染有人查”。2017年，焦作空气优良天
数为211天，同比增加36天，超过省定目标17天；
PM10和 PM2.5浓度同比分别下降6.3%、9.4%，
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实现“两降一升”。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
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绿色
发展理念，突出专项攻坚，狠抓“六控”落实，做好
工业、燃煤、建筑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尾气
等重点领域污染整治。提升治理水平，推进“智慧
环保”建设，开展“全城清洁”、冬季“封土行动”等，
持续提高城市建设和环境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水平。推进标本同治，充分运用倒逼机制，淘汰落
后产能，优化工业布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交通结构，推进生态体系建设，推动全市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常驻，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持续奋斗。

□孙运锋 全国人大代表、省水利厅副厅长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省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紧紧围绕改善水环境质量这
一核心，对水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综合整治，建
立了水环境生态补偿、河流水质超标预警、河流
水质月排名等制度，通过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
全省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2017年，我省超额
完成了国家“水十条”年度任务，全省Ⅰ类水到Ⅲ
类水的水质断面占 60.6%，高于国家下达的
52.1%指标；劣Ⅴ类水质断面占 4.3%，低于国家
下达的指标 18.1%。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地，去年以来，在水源区累计关停工业和
矿山企业 200 余家，封堵入河市政生活排污口
433个，规范整治企业排污口 27个，丹江口水库
水质得到了有效维护和改善，在国家相关部门组
织的水源地规划实施情况年度考核中，我省连续
多年名列第一。

水资源保护开发既要优化又要规划。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约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我们要统筹好
水资源，把“三纵一横六区”的上游优势，转化为
水资源优势，实现黄河水引水最大化、南水北调
引水科学化、水库供水最优化、雨洪资源化、水
源配置均衡化；要通过江河湖库闸坝连通、联
调，建成四大流域调水、全省配水、分市供水的
跨流域、跨区域、复合型、混搭型的供配水网，保
障河湖生态基流和环境流量；要认真落实河
（湖）长制，全面开展清河行动，强化饮用水源保
护、入河排污口管控、水功能区纳污限制等措施
保障水质达标；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水环境治理机
制，力争到 2018 年年底，全省淮河和海河流域
重点河流环境流量改善机制初步建立，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支撑与保障。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
菲）3月 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记者会，就人大立法工作和人大监督
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再次抢到提问机会：“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
上，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巡视
员傅文杰在回答记者提问前说，我跟大
河报很有缘分，去年出差还专门到大河
报参观。他说，过去五年，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完善监督体制机制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体
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与时俱进，也是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要求。”人大完善监
督工作体制机制有什么作用？他举了一
个专题询问的例子：专题询问时，国务院
领导、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面对面聚焦突出问题，深入
讨论、交流并达成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国
务院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措施的基础。他
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人大的监督体制机
制就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有了这
样的体制机制后，开展工作就更加优质
高效，确保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真
正能够稳中求进。③7

就人大监督工作相关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昨日举行记者会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再获提问机会

□本报记者 孙欣 尚杰

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
水平，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范围，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全国人民送
上一份丰盛的“健康套餐”。没有
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民健
康如何“托”起全面小康？出席全
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就此建言
献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
发展。这一战略为中医药服务民
众健康提出了新要求。”全国人大
代表、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
说，河南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有着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
历史渊源。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中，要更加重视中医药在“治未病”
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
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
作用。

“数据显示，全国心血管病患
者已达 2.9亿，心血管疾病已成为

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大类
疾病，成为影响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实现的一大阻碍。”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黄改荣说，实际上，心血管疾病可
防可控。定期测血压、戒烟限酒、
健康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以
及缓解心理压力，都有助于预防心
血管疾病。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健
康教育进校园，真正做到健康教育
从娃娃抓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
岁。这话虽短，但分量很重。”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成
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说，实现这
一目标，不能单靠卫生部门一家，
需要体育、环保、食品安全等多个
部门联动推进。公民个人也应该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自
身健康素养。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
的诉求更高。不少代表委员建议，
希望能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型手段，加快推动疾病
防控与全民健康管理。③7

代表委员热议健康中国战略

用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王磊在记者
会上提问。⑨6 王亚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