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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两会·重磅

两会传来公益声音
� � 3月的北京，春和景明。 一年一度的两会季再度
到来。

3 月 3 日下午，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 34 个界别的 2157 名全国
政协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国是。

3 月 5 日上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将
完成包括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在内的八项议程。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代表、委员用议案、提案、
建议等不同方式履职履责。 社会组织、公益人则在
会场外以多种形式发起倡导。脱贫攻坚、均衡教育、
绿色环保、儿童妇女权益、道德文化建设等成为舆
论热点。

《公益时报》在两会期间将围绕公益慈善主题，
为读者奉上重磅公益声音。

全国政协：关注脱贫攻坚 取得积极成效
� � 3 月 3 日下午， 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向大会
报告工作时说，一年来，人民政
协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民生改善
和社会发展。

汪洋说，常委会适应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着眼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开展协商
议政、民主监督。 聚焦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就解决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重问题、 高校“双一流”建
设、 民办教育发展等建言出力，
推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紧扣
就业、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实际问题提出建议，就中
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
强化国家海洋救助保障、健全志
愿服务管理体制等调研议政。 围
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就完善公
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和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全
民健身等议题深入协商，促进完
善国民健康政策。 关注法治建
设， 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退役军人保障法、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条例的制定修订和司法责
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提出建议，召
开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双周协
商座谈会，助力深化依法治国实
践。 着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 就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保护、 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 书法教育、戏
曲传承发展等进行调研。 组织委
员开展教师节慰问和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下基层活动。 做好
政协来信来访工作。

在此之前，3 月 2 日， 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
会召开，在回答记者关于“在去
年的脱贫攻坚战中政协做了哪
些工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问题时，郭卫民回应称，脱贫攻
坚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
是全国政协的一项重点工作。这

些年来，全国政协从不同角度持
续推进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
成效。

全国政协在 2018 年围绕
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
题， 召开了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会议。 会前由 6 位副主席分别
带队，4 个专门委员会参与，利
用两个月时间分赴了 6 省区 34
个贫困县实地调研。 委员们在
调研报告和在常委会议讨论发
言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也通过信息专报等形式报送中
央领导和有关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们也都十分
关注脱贫攻坚工作。 去年提出的
提案有 233 件，内容涉及产业扶
贫、 教育扶贫和扶贫搬迁等方
面。 目前，这些提案都已基本上
办复了，很多意见建议得到了有
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部分专门委员会也围绕脱

贫攻坚，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工
作。 专门委员会有专业性，在脱
贫攻坚问题上很多专门委员会
都开展了很多工作。 比如，提案
委员会通过召开提案协商办理
座谈会，5 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
联名提出的“发挥香港各界人士
在国家脱贫攻坚战中作用”多件
提案， 对于筹组香港各界扶贫
会、确定把四川革命老区南江县
列为扶贫点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
脱贫攻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创造了
我国减贫史上的奇迹。 8000 多万
人口稳定脱贫，每年减贫人口在
1000 万以上，成绩有目共睹。 目
前脱贫攻坚还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如深度地区的脱贫难度还比
较大，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有待健
全等。 围绕这些问题，今年全国
政协将以多种形式来开展工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献计出力。

部长通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退役军人工作才能做好
3 月 4 日上午， 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
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新闻发言人张业遂介
绍， 这次大会共有八项议程，将
举行四次全体会议。

张业遂表示，大会将继续组
织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邀请
部分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
厅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 大会将
继续组织部长通道，邀请列席会
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负责
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受媒
体的集中采访，解读政府工作报
告和相关政策，回应社会关切。

对于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
负责人来说， 两会是一次大考。
他们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3 月 3 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开幕后，2019 年“全国
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正式开

启。 在随后约 60 分钟的 “部长
通道”采访中，中国民用航空局
局长冯正霖、退役军人事务部部
长孙绍骋、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
珠、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
林、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王
晓涛、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6
位部长接受了采访。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
骋表示，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从广义上来讲包括三个方
面，我们称之为“三驾马车”。 一
是政府机构， 也就是退役军人
事务部、厅、局；二是事业单位，
包括正在组建的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 服务站和原有的转业军
官培训中心、优抚医院、光荣医
院、军休所、军供站等等；三是
社会力量，包括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志愿者机构等。 只有
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退役

军人工作才能做好。
孙绍骋指出，目前，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正在组建，还不
完善，存在薄弱环节。 全国 31 个
省（区、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厅
（局）已经挂牌成立，市、县两级
正在组建，3 月底完成，原有的事
业单位正在或者已经转隶，由人
社部门和民政部门转隶到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 国家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已经挂牌成立，省以下各
级正在积极组建，5 月底完成。动
员社会力量为退役军人服务的
政策措施正在研究制定，将陆续
出台。

孙绍骋还表示，组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和服务站，是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要
求从中央到村六级都要设立，中
央和省市县建立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乡镇、村建立退役军人服
务站，要求“全覆盖”，并做到“有
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
有保障”。 整个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成后，可以为广大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

据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介绍，2018 年全国 338 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 9.3%， 其中北京市下降了
12.1%， 这是在 2017 年同比大幅
下降 20.5%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12.1%，来之不易。水的方面，全国
地表水好于三类的水体比例同
比增长 3.1 个百分点， 劣五类水
体比例下降 1.6 个百分点， 总体
来讲，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各项
目标指标都圆满地完成了年度
计划，同时也都达到了“十三五”
规划的进度要求。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
王晓涛表示：“我们始终强调，中
国的对外援助仍然属于南南合
作的范畴，‘量力而行、 尽力而
为’始终是我们坚持的一项重要
原则。 我们会精打细算，确保花
好每一分钱，也请大家放心。 ”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
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
国家医保局开展了抗癌药的谈
判工作，17 种抗癌药降价纳入了
医保， 平均降幅 56.7%。 目前看
来，抗癌药落地情况是比较顺畅
的，到 2018 年底，报销人数达到
4.5 万，报销金额 2.6 亿元。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强
调，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教育和服
务的机构，它不是一般的庙会、集
市，也不是娱乐场所，应该是高尚
社会风气展示和引导的场所。

（王勇/本版稿件整理）

3月 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 姚大伟/摄）

� �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作工作报告（新华社 饶爱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