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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记者 栾姗

3月7日，河南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开封
市汴绣厂工艺美术师程芳手托绣盘，绣花针在指尖
游走，犹如轻盈的舞者，在方寸织布间跳跃出锦绣世
界。她身旁摆放着各种绣品：挂画、围巾、方帕……
件件作品都流淌着传统技法，既有花鸟的多姿、虫
鱼的灵动，又有人物的俊俏、山川的壮丽。

素有“国宝”之称的汴绣，正在程芳的针尖下焕
发着生机。她捋了捋手中的丝线，抬起头看着记者
说：“穿针引线的活儿，一天不绣就手生，半天不绣就
心慌，我喜欢早餐后绣上半个小时。”上午9时许，代表
小组会议，程芳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围上手绣的雏菊
花丝巾，拿起文件袋，下楼到河南大厦国际会议厅。

国际会议厅入口处，一幅《洛阳牡丹甲天下》引人
注目，许多代表路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国际会
议厅的墙壁上，《巍巍嵩岳垂千古》气势恢宏，起初很
多代表都以为这是一幅国画，走近了仔细观看，才发
现这是一幅绣品。“走进这里，我心里就有股亲劲儿。”
程芳说，这两幅都是她2003年参与创作的绣品。

今年45岁的程芳，1993年从开封一所中专学
校刺绣专业毕业后，19岁的她进入开封汴绣厂工
作至今。学习刺绣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刚开
始，因为手指太细，经常被扎得鲜血直流。

坚守，让程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她用手
中细细的针和线演绎出了众多别具魅力的作品，
更将汴绣和古画合二为一，创作了《清明上河图》
《韩熙载夜宴图》《听琴图》等作品，荣获国家部委、
省人民政府、国际博览会优质产品奖，多幅作品为
人民大会堂陈列收藏。

2006年 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嵩山少林
寺之行，收到了一份心仪已久的礼物——一幅汴
绣《少林武僧习武图》，这幅作品的绣娘正是程芳。

“农忙可以绣，农闲更能绣，不占地方不费
力。”程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常常到乡村为贫
困家庭妇女传授刺绣，扶贫效果很好。村民张巧
玲初学时，绣了一幅40厘米见方的牡丹绣品，被游
客以 500元买走，信心大增，也吸引周围的妇女纷
纷学习。如今张巧玲经过刻苦学习，已从初级学
员成长为资深绣娘，仅刺绣一项年可增加收入3万
元，她一家去年便摘掉了贫困帽子。

如今，汴绣这项古老的技艺，在程芳们的针尖下，
不仅走向了世界，也在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目前我国已经处于老龄化逐
步加深的阶段，养老机构和医疗机
构 的 需 求 匹 配 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失
衡。养老机构办医院，存在医疗资
源不足问题；医疗机构办养老，存
在床位短缺问题。”日前，全国政协
委员、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黄改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的提
案建议，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建设，助推医养结合政策切实落
地。

黄改荣说，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涵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诊所，
虽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医养
结合利好政策，但是近 90%的老
人仍然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因
此，医养结合的服务体系真正落
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基层
医疗服务机构。目前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管理运行和服务方面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医护人员严重短

缺、管理机制不太健全、政府资金
支持相对不足、社会定位不够明
确、专业技术人员水平有待提高
等。

如何让医养结合的服务体系
真正落地，黄改荣建议，要把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与所在区域的综合
医院有机捆绑，形成医疗服务和医
养结合的服务联盟，借助分级诊疗
资源下沉的技术辐射，使基层卫生
服务机构有能力解决常见病及多
发病、国家常规的计划免疫预防服
务、慢病的管理和防控。

黄改荣说，目前大部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场所狭小、设施简陋，
很难满足辖区居民的基本要求，应
该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投入，鼓励民间资本以融资和
参股的形式进入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工
作人员严重短缺，与所承担的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不匹配，应进一步
完善其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
待遇。③4

两会聚焦

绘就生态文明出彩画卷

提升人民群众的
生态、生活幸福感

念好水字经
做好水文章

□本报记者 刘勰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一”，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话题，连日来，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团代表们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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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用铁腕、下真劲、动硬功，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在污染防治方面，出台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实施意见，强化“六控”措施，强力实施河道综
合整治等工程，去年全市 PM10、PM2.5 浓度同比
分别下降 7.2%、8.2%，下降率均居全省第 3位；省
控目标断面水质达标率95.8%，居全省第1位。

在结构调整方面，狠抓产业结构调整，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展“三大改造”，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支持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启动
百企退城三年行动计划，去年搬迁改造企业 68
家、完成 20家；狠抓交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武陟公铁物流港、日照港博爱无水港等项目
加快建设；狠抓能源结构调整，完成“双替代”改造
9.2万户，成功创建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城市。

在生态建设方面，启动国土绿化提速、建设森
林焦作行动，完成森林资源培育 19.2万亩；全面开
展“四水同治”，南水北调生态休闲带、大沙河滨水
景观带等水生态项目扎实推进，成功创建全国第三
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全国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试点。

下一步，焦作市将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
进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建设天蓝、水净、地绿
的美好家园，让人民群众享有美丽宜居环境。

□刘尚进 全国人大代表、漯河市市长

近年来，漯河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统领，紧盯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一核心，着
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相继出台了三年行动计
划和一系列制度体系、具体方案，突出重点区域、
重点因子和重点时段治理。强化推进落实，开展
日研判、周排名、月讲评、季观摩，在全省率先开展
了市委环保攻坚专项巡察，用巡察手段解决环境
问题。严格执法执纪，先后开展了过境道路集中
整治、砂石料场整治等20余项专项行动，2018年，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案件共立案 342起，
同比增长128%。

污染防治攻坚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我
们将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

“四个一”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生态环境
保护决策部署，努力做到“1234”：即坚守环境质
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这一刚性底线。坚持两
手齐抓，一手抓“控源”、把污染的源头闸住，一
手抓“增汇”、靠种树植绿增加森林碳汇；一手抓
治标、解决燃眉之急，一手抓治本、解决根本问
题。打好三大战役，进一步细化大气污染防治
管控措施，实施精准治污，打赢蓝天保卫战；突
出抓好水污染隐患排查、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等工作，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开展土壤污染源
详查和修复力度，严格控制用地准入制度，打好
净土保卫战。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提质、生态功
能提升、国土绿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四大行
动”，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式，提高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还老百姓蓝天白云、清
水绿岸、鸟语花香。

□孙运锋 全国人大代表、省水利厅厅长

近年来，水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从水为人
用到人水相亲，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加
快转变，对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向往日益高涨。

为此，省水利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
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解决“水瓶颈”，积极
做好水文章，全力打造人水和谐的美丽河南。

严格管理水资源，强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刚
性约束，持续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效领跑者引
领活动，有序推进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削减南水北
调受水区地下水开采量6600万立方米，累计压采
地下水4.73亿立方米，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国务院
下达的2020年压采2.7亿立方米的目标任务。积
极防治水污染，全面开展入河排污口调查摸底和
规范整治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河流
清洁百日行动、非法侵占水域岸线综合整治等专
项治理，全省河湖环境持续改善。合理调度生态
水，通过闸坝联合调度，为16条主要河流调度生态
水量14.2亿立方米。治理修复水生态，第二批国家
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任务全部完成，全省
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10平方公里，对农村塘
堰坝进行清淤疏浚和整修治理。全面推行河长
制，全省 5.2万余名河长上岗履职，解决河湖管理
保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初步修复了河流自然
生态，河道采砂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念好水字经、做好水文章。我们将继续呵护
好身边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方湖面，让广大群众在
亲水近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③3

(图/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两会故事

两会圆桌

◎杨剑宇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邢京龙 全国人大代表、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电
芯制造部精益三厂生产调度

主持人 栾姗

特邀嘉宾

□本报记者 栾姗

以智能化为标志的工业 4.0 升
级正在全球引发新一轮工业转型竞
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指出，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
提出“智能+”的概念，并指出“要打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在河南，恰逢工业转型升级，实
行“三大改造”，工业智能化改造需
求尤为迫切。3月 9日，记者采访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剑宇和中航锂电（洛阳）有限
公司电芯制造部精益三厂生产调度
邢京龙两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表
示，工业互联网作为工业体系和互
联网体系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辅材配件
去哪找？如何把数控机床的闲置生
产能力用起来？大型设备的运转情
况怎么样？”杨剑宇接连抛出一连串
问题后说，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工
业互联网迅速找到答案，工业互联
网让工业制造“聪明”起来。

杨剑宇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建
议是，加快工业互联网走出研究机
构和超大型企业，快速进入大中型
工矿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同步
发展。他认为，针对中小企业资金
不足、技术匮乏等痛点，搭建较低门
槛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将成为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之一。“让企
业能够更加快速、方便、低成本地接
入，做到‘即插即用’，无需强大的 IT
基础，这将是未来广大中小制造企
业真正需要的服务。”杨剑宇说。

“转型升级，我们蛮拼的。”今年
是邢京龙进入中航锂电工作的第十
个年头。从最初的操作工到如今的
生产调度，变化的不只是身份，还有
企业从传统生产向智能制造的变
革。

邢京龙说：“我们是 24 小时连
续生产，每天上班的头一件事就是
检查晚班生产情况，保证每个电池
芯片的质量稳定。以前在传统生产
线上，得靠一支‘烂笔头’，把生产状
况都抄写下来。智能化改造后，每
个一线员工都能随时查询系统，生
产调度方便多了。”

在邢京龙眼中，偌大的生产车
间里，进行智能化改造后，工作职责
就是不时按动控制面板上的几个按
钮。“企业智能化改造后，不仅需要
一大批创新研发人才，还需要一大
批掌握绝技绝活、技术精湛的高技
能人才。”邢京龙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的建议是提高技能人才待遇。他
说，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不同的人
才引进政策，在教育、住房上都有较
好的优待。希望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也能享有同样的待遇，这样有利于
企业人才的稳定，为企业留住更多
的高质量技能人才。③9

“智能+”为制造业
转型升级赋能

议案提案精选

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汴绣勾勒
“出彩人生”

□本报记者 栾姗

“郑州可以依托空中、陆上、网
上、海上丝绸之路，把枢纽城市的现
代交通枢纽优势、物流网络优势、要
素集聚优势叠加起来，构建东亚经
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内陆支撑点。”
3月 12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政
协副主席薛景霞说，这个支撑点的
载体就是郑州自由贸易港。今年，
她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郑州
申建自由贸易港的有关建议》（以下
简称《建议》），建议河南以郑州为承
载区域，研究推进自由贸易港申建
工作。

薛景霞说，自由贸易港是全球
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郑州申建自由贸易港，具有国际性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开放效应日益显现、战略政策支撑
更加完备等现实基础。在这份《建

议》里，她建议郑州自由贸易港的实
施范围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郑州片区为依托，涵盖新郑综合
保税区（5.073平方公里）、郑州经开
综合保税区西片区（郑州出口加工
区 A区 0.893平方公里和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0.542平方公里）和郑州国
际陆港的多式联运功能区（约 1.18
平方公里）。

为了尽快推动郑州申建自由
贸易港工作，薛景霞建议，由省政
府牵头，成立郑州自由贸易港申
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郑州
自由贸易港申建工作；按照商务
部等相关部委要求，谋划促进自
由 贸 易 港 建 设 的 创 新 举 措 和 改
革 思 路 ，细 化 完 善《申建方案》；
积极向国家对口部委汇报郑州自
由贸易港申建的思路、创新举措
等，争取指导与支持，争取早日批
复。③9

建议郑州申建自由贸易港

责 任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河南代表团代表们在会场上热烈讨
论。话题在碰撞中清晰，建议在讨论
中成熟。他们深知，肩负的这份责
任，来自人民的信赖。⑨3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郭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