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住房到就业，从教育到医疗，从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到保卫“舌尖
上的安全”……过去一年，一系列加强
和改善民生的有力举措温暖人心。未
来如何更好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更多
增进人民福祉，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
表委员们进行热烈而广泛的讨论。

加大投入，补齐民生短板

一边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边
是民生支出不断增加。看似矛盾，却
深刻反映了政府对加大民生保障的
坚定态度。

“‘紧不能紧百姓，减不能减民
生’。”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颇有
感慨地说，“尽管我们面临较大的经济
下行压力，但党和政府竭诚尽力。”

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看来，过去民
生领域留下了颇多“欠账”。随着民生
投入的持续增加，一些“短板”正在
补齐。

“更多投入，意味着社保、
医疗、特困扶助、保障房等方
面将覆盖更多百姓。”全国人
大代表、广东省江门市市长
邓伟根表示，政府公共财政
就要“雪中送炭”，而不是

“锦上添花”。
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海 南 省 儋
州 市 政 协 主 席 邓 泽 永 说 ：

“ 财 力 应 进 一 步 向 农 村 倾
斜，让农村孩子能上好学，让
农民兄弟能过好日子。对于
进 城 务 工 农 民 ，也 要 为 他 们 提
供廉租房或保障房，让他们在城
市住有所居。”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全国人大代
表、潮州市市长卢淳杰表示，政府财政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常态下，将在稳
增长的同时，努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为困难特例兜住底，实现

普惠政策全覆盖。

改革攻坚，破解民生难题
收入差距过大、看病难看病贵、教育

不公等问题，可谓民生领域多年难啃的
“硬骨头”。相关改革进行多年，获得诸
多有益探索，但是与公众期待仍有一定
差距。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
调整好利益关系，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
获得更多实惠，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努力行进在路上的，还有医疗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军区总医院副

院长韩雅玲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三甲
医院主治医生挂号费3元，护士一级护理
每天收费9.9元，这样的收
费标准难以体现
医务人员
的 劳
动

价值。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合理调整医
疗服务价格，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等，期
待通过这些改革更好地理顺医患关系、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如果说民生是利益保障，那么改革
则是利益调整。教改医改如此，收入分
配改革更是如此。从央企高管到地方国
企高管薪酬改革，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到收入向基层工作人员倾斜，大刀阔斧
的改革举措，正在向百姓释放更多红利。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
乐。全国人大代表、民盟贵州省委副主
委卢云辉说：“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

收入，降低行业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让人民群众劳
有所得、多劳多得，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激发奋斗动力。”

铁腕治理，化解民生痛点

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是当前面临
紧迫、反映突出的民生痛点。从立法、
执法、监管等多方面下重拳、出重击，才
能让百姓感到安全、安心。

作为食品企业负责人，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龙大食品集团董事长宫明杰表
示，食品安全，企业要有责任意识，政府
监管也要加强，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治
理。“现在的水质破坏、土壤污染，农药
残余等，已经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政
府必须出手进行铁腕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岳阳市屈原
管理区凤凰村村委会主任杨莉对此体
会很深。她说：“我从小在洞庭湖边长

大。前几年，小型造纸厂遍布湖区，
非法捕捞、非法挖沙和水质污染问

题让人非常心痛。‘800里洞庭’水
面萎缩到只有 300 平方公里。
这几年，政府痛下决心，关闭了
100多家造纸厂，水质初步得
到好转。”

民生之痛，也是政府之
患。要采取更坚决措施，全
过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对
环境污染要铁腕治理……
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掷地有
声。实施“史上最严”环保
法、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
划、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和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密集实施的新政彰透

出更大决心。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农业

科学院院长李学林所言，认识上越来越
重视、方法上越来越科学、措施上越来
越具体、抓手越来越强硬，解决民生之
患定会越来越有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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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仰文同志逝世
退休干部、原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仰文同志（副厅级），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2月23日在九江逝世，享年78岁。
周仰文同志系江苏省宝应县人，1965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66年4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孙德彬同志逝世
离休干部、原南昌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德彬同志（享受副地级待遇），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3月11日在南昌逝世，享年89岁。
孙德彬同志系山东省福山县人，1947年 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 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11日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
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进行统一审议。法律委员会成员 22
人出席会议。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列席
会议。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日程
安排，3 月 10 日各代表团对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共有 920 多名代表
提出了审议意见。代表们普遍认为，立
法法的修改全面贯彻落实了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修正案
草案主要从完善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明确规章权
限、规范司法解释、加强备案审查等方面

对立法法作出修改，突出了问题导向，符
合立法工作的实际，针对性、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强，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加强和改
进立法工作的新期盼。代表们还对修正
案草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根据法律规定，列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
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
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
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今
天的法律委员会会议认真研究了代表们
提出的审议意见，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逐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关于修改立法
法的决定草案和法律委员会的审议结果
报告，交由大会主席团审议。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统一审议

“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
从政良好环境。”

“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
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3 月 6 日和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大江西团和吉林团两谈“政治生态”。

过去8个多月里，习总书记在多个场
合对政治生态问题进行阐述。两会代表
委员认为，净化政治生态，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取向。让
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关系中国的未来。

强力“治污”
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2014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党
93 周年纪念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
提出“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同日，
徐才厚等四只“老虎”被开除党籍。

“政治生态这个概念的提出很有意
义，它实际是对党和整个政治体制运作
提出的系统性思考。净化政治生态，是
全面从严治党引申出来的必然含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
任王长江说。

代表委员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
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
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
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
觉悟问题、作风问题。政治生态，事关
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

应当看到，一个时期，我们的从政
环境或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问题，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
行，就是突出的表现；个别政治生态恶
化的地区或单位，甚至出现大规模吏治
腐败，窝案连连。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
生态建设。一方面通过实施“八项规定”
和反对“四风”，狠抓干部作风建设，于细
微处带动党风、政风的切实转变；另一方
面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多管
齐下，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让代表委员印象深刻的，是党中央
敢于直面问题，坚决铲除一手遮天的

“霸王树”、沆瀣一气的“腐败连理枝”。
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当
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河
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因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让所谓“盛
会不打‘老虎’”的传言自破。

而基层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八
项规定”动真格，带来干部作风的明显变
化。两年间，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62400多起，82500多人
受到处理。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滁州市绿园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胡大明说，现在喝得醉醺醺的“红脸干
部”少了，到政府办事也方便多了。

赢得民心
良好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持续好转，带
动了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断进步。全
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康永恒说，政治生态也是一种风

气，是为大多数人认可的、笼罩在大多
数人头上的风气。从基层来看，当前党
风的好转不仅体现在官员身上，同样体
现在官商关系、干群关系等各个方面。

代表委员们将种种变化归纳为几
句话：领导干部不打招呼下基层调研的
时间多了，与商人之间拉拉扯扯、同进
同出豪华会所的少了；领导干部之间彼
此间互称哥儿们、老板的少了；政府部
门主动跨前一步减少审批流程的多了，
不同部门间“踢皮球”的少了；节俭过
年、主动不燃放烟花爆竹的百姓多了，
互相攀比、大鱼大肉的少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在
一些政治生态出问题的部门和地区，往
往存在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利益输送等现象。不少干部一方面心
里极其厌恶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又不得
不屈从于所谓“潜规则”，产生了“双面
人”式的干部，他们内心也极为渴望政
治生态彻底好转。

久久为功
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永远在路上

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通过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依
法治国专题研讨班，抓住“关键少数”；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
反复强调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

…………
一系列重要工作，在“破”和“立”两

方面都做足文章。全国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
主任施芝鸿说，净化政治生态，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为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乱”，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
环境，中央注重抓好主要领导干部这一

“关键的少数”，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
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
的从政环境。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
环境，必须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始
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腐败是种“慢性病”，具有顽固性和
反复性，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
因此，必须要有勇气和胆魄坚持到底。
今年两会上，多位地方主要负责人作出
承诺，一方面对中央巡视发现的问题线
索以及省委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认真核
实查处，绝不姑息，绝不迁就，在反腐败
上没有禁区、没有盲区、没有死角；另一
方面持续加大对不正之风的整治力度。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
环境，要重视制度建设，在国家层面推
进法治建设，在党内不断完善各项制
度，才能使“潜规则”真正无立足之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
党；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是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只有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遏制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
小的关系网，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
环境，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
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从严治党“新征程”：

还政治生态以“山清水秀”

3 月 10 日，记者从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
书处了解到，截至 3 月 10 日 12 时，即大会规定的代
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大会共收到代表团、代表联名
提出的议案 522件。比 2014年的 468件议案数量有
所增加。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图为3月10日拍摄的已经归档的议案原件。
▶当日，工作人员在对收到的议案原件进行整

理归档。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
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工作。

《意见》指出，顺应网络时代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趋势，加快发展众创
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是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重要举措，对于激发亿万群众创造
活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意义重大。

《意见》明确，推进大众创新创业要
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政策集成、强化开
放共享、创新服务模式。重点抓好八个

方面的任务。
一是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二是降低创
新创业门槛。三是鼓励科技人员和大
学生创业。四是支持创新创业公共服
务。五是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六是完
善创业投融资机制。七是丰富创新创
业活动。八是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工作，积极落
实促进创新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
加大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力
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创业示范工
程，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新机制、新政策，
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国办印发《意见》

发展众创空间
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补短板 破难题 治痛点
——代表委员热议民生问题

新华社发

乌克兰议会10日发表声明说，总统
彼得罗·波罗申科提议，应允许外国部
队进入乌克兰境内举行军事演习。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在官方
网站发表声明说，波罗申科本月6日提交
一份议案，建议在2015年允许外国部队
进入乌克兰境内参与联合军事演习。乌
克兰议会将审议并有望批准这份议案。

波罗申科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示好同
时，德国一名历史学家对他发出警告：不

要指望能与美国友谊长存。这名历史学
家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在眨眼间改变立
场，届时波罗申科将成为“累赘”。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9 日报
道，德国汉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历史
学教授迈克尔·佩塞克致波罗申科一封
公开信，警告后者谨慎接受美国的支
持。佩塞克表示，波罗申科现在成为美
国的亲密盟友，不等于他能与美国友谊
长存。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乌总统：想请外国部队来军演
德专家：小心美国眨眼“变脸”

全 国
人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医
改进行到今天，在提高医
保水平、降低药品价格、缓解
看病难等方面，让百姓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过
在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上，还需要进行更多

探索。”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11 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15 位委员
围绕政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作大会发
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出席会议。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帕巴拉·格列
朗杰、林文漪、张庆黎、李海峰、王正伟、陈
晓光、王钦敏。会议由张庆黎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以及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
听取发言。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15位委员作大会发言 俞正声出席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4名歼击机女飞行员余旭（左三）、陶佳莉（左一）、盛懿绯
（左四）、何晓莉（左二）在训练结束后合影（3月3日摄）。

3月11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7架歼－10表演机赴马来西亚参加兰卡
威国际海空展，并进行飞行表演。曾在国庆60周年首都阅兵庆典上飞越天安门的
4名歼击机女飞行员，将驾歼－10首次进行海外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

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将驾歼-10海外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