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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李克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 �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克强
提出，2018 年要健全社会救助体
系，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要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过去五年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

五年来， 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 易地
扶贫搬迁 830 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 10.2%下降到 3.1%。

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7.4%、超过
经济增速，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中等收入群体。 出境旅游人次由
8300万增加到 1亿 3千多万。

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9 亿多
人，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5 亿
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
障网。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6.7
岁。 棚户区住房改造 2600 多万
套，农村危房改造 1700 多万户，
上亿人喜迁新居。

在财力紧张情况下，持续加
大民生投入。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
贫，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中央财政五年
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2800多亿元。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财政性
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持续超过 4%。 改善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乡村
教师待遇， 营养改善计划惠及
3600 多万农村学生。

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由 1 万人增
加到 10 万人。 加大对各类学校
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力度，4.3 亿
人次受益。

提高低保、优抚等标准，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近 6000 万低保人
员和特困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
障。建立困难和重度残疾人“两项
补贴”制度，惠及 2100多万人。

2018 年加大精准脱贫力度

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280 万人。

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
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短板，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强化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中央
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
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对老
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定
贫困人口，因户因人落实保障措
施。 攻坚期内脱贫不脱政策，新
产生的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要
及时纳入帮扶。

加强扶贫资金整合和绩效
管理。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改进考核监督方
式。 坚持现行脱贫标准，确保进
度和质量， 让脱贫得到群众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
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
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民生兜底保障。 稳步提
高城乡低保、社会救助、抚恤优
待等标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
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
服务质量。 做好军烈属优抚工
作。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 健全
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 倾情倾力做好托底工
作，不因事难而推诿，不因善小

而不为，要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
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加强社区治理。 发挥好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
促进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落实普法责任制。 营造尊
重妇女、关爱儿童、尊敬老人、爱
护残疾人的良好风尚。

“建议作为国家战略，进一
步完善相关政策，调动各方力量
与资源，全面解决 3-5 岁儿童成
长关键阶段的营养问题。 ”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全国政协
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提交了《关
于完善国家儿童营养战略、覆
盖 3-5 岁儿童成长关键阶段的
提案》。

《提案》 在建议中明确提出，
应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创新的方
式开展营养支持与干预， 广泛吸
纳非营利机构、研究机构、企事业
机构参与，因地制宜，从多维度、
多角度解决儿童营养问题。

“社会越是发达，越是需要
社会组织的参与。 我觉得各种公
益组织、慈善组织更多的参与社
会事业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
志。 ”朱永新表示。

儿童营养状况不容乐观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监测 2010-2013》结果显示，农村
0-5 岁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和低体
重率分别为 11.3%和 3.2%， 而贫
困 农 村 则 分 别 高 达 19.0% 和
5.1%。

城乡儿童缺铁性贫血问题
依旧不容轻视，儿童贫血患病率

也较高，微量营养素缺乏状况依
然存在。

《提案》指出，造成现阶段我
国儿童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来
自以下几个方面：

1、留守儿童无人照顾，难以保
证营养充足。留守儿童多由留守老
人照顾， 加上家庭劳动力紧张，对
孩子的健康和营养难以顾及。

2、地域限制，生活环境中没
有足够的营养供给。 部分农村作
物种植单一，儿童难以从日常生
活中获得均衡营养所需要的食
物种类，造成儿童营养摄入不均
衡。

3、 抚养人和儿童本身的营
养健康意识不足。 根据《中国儿
童发展报告 2017》 中的数据显
示，贫困地区儿童的第一年母乳
喂养比例、 正确添加辅食的时
间、正确的辅食内容、贫血知晓
度等营养相关的意识、行为的比
例均在 50%左右。 同时， 隔代抚
养的现象普遍，抚养者的营养观
念还处于“贫困”状态。 儿童的营
养知识也非常缺乏，部分地区存
在以零食替代早餐、替代正餐的
现象。

4、地方食品卫生监管薄弱，
管理职责不清。 农村地区食品安
全监管相对薄弱，部分“垃圾食
品”大量流入，影响儿童正常饮
食。

被忽视的 3-5 岁幼儿营养
问题

为了应对儿童营养缺乏的
问题，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
多项政策。

2011 年启动的“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项目覆
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6-12 岁在
校儿童，通过营养餐补贴的方式
为贫困儿童提供保障；

从 2012 年起，国家卫生计生
委与全国妇联在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合作实施了“贫困地区
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为 6-24 月
龄的儿童提供营养包和科学喂
养知识技能的支持。

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样
两项投入巨大、覆盖面广泛的社
会福利政策，其实忽略了 3-5 岁
年龄阶段的幼儿。

而研究表明，这一阶段正是
幼儿大脑发育、认知能力提升的
关键时期，而有效的营养干预甚
至能通过“生长追赶”，弥补早期
营养不良造成的缺陷。

公益力量在行动

虽然国家政策暂时没有覆
盖到，但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社
会力量已经开始行动了。

安利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为 5
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
划”就致力于通过提供系统的营
养改善方案，帮助中国贫困地区
3-5 岁儿童在成长关键期获得必
要的营养支持与健康教育。

目前项目已在青海、甘肃、山
西、湖南、新疆等地实施，为当地
学前儿童带来每天一片的多益点
儿童营养咀嚼片， 帮助孩子补充
17 种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快
速摆脱隐隐性饥饿的状态， 每班
一套的食育盒子和营养健康配套
物资则通过食育的方式帮助孩子
们养成长期受益的健康习惯。

截至 2017 年 9 月，项目已投
入 2000 多万元，覆盖青海、甘肃、
山西、 湖南等 7 个省的 1.7 万名
孩子。 经国家疾控中心评估，儿
童生长迟缓率从 17.6%下降到
8.1%， 下降 54%， 总贫血率从
37.6%下降到 29%， 下降 22%，对
儿童营养改善成效显著。

应鼓励社会力量创新参与

评估结果显示了公益力量在
改善儿童营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因此，朱永新在《提案》中明确提
出， 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创新
的方式开展营养支持与干预。

基于儿童营养问题在地域、
经济、社会诸多层面的复杂性，建
议以全国妇联、 国家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
团体为平台，社区、街道办、村委
会等基层组织为依托， 广泛吸纳
非营利机构、研究机构、企事业机
构参与，因地制宜，从多维度、多
角度解决儿童营养问题。

除此之外，《提案》还建议：
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全国性

的跨部门的儿童营养改善协调机
制。 建立由上至下，既能对接宏观
政策，又可辐射社会基层的管理组
织体系，推动营养战略的落实。

要调整现有国家儿童营养改
善项目的覆盖范围， 建议提高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覆盖儿童的年龄上限到 36 月龄
（幼儿园入园前）。 同时，降低“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儿童的年龄下限到 36 月龄
（幼儿园入园）后。

要强化在校、在园儿童的“食
育”，提升儿童营养意识，建立科学
健康营养观念。建议引进新教育研
究院研发的《新生命教育》教材，或
者由教育部牵头编制针对幼儿园
及小学的营养教育课程，从根本上
建立下一代人的营养观念。

“儿童的身心能够真正地建
设好，我们未来才会有基本的人
才保障。 ”朱永新强调。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 3-5岁儿童营养支持与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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