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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点击

观山湖区作为全省西客运交通

枢纽和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等通

往主城区的主要通道， 随着居住人

口、道路车辆不断增多，多个交叉路

口在高峰期时段已产生较为严重的

车辆拥堵现象，非高峰时段也经常出

现车辆拥堵现象。

在此次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期间，致公党贵州省委员会关注观

山湖区交通情况，提交了《关于构

建观山湖区立体交通体系的建议》

的集体提案。 提案原案中分析，观

山湖区道路交通网络逐渐不能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不断投入人

力物力进行道路交通改造，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且改造成本会逐

年增高。

因此，致公党贵州省委员会集体

建议， 构建先进科学的立体交通体

系，缓解道路拥堵现状，对观山湖区

内拥堵路段实施高桥、下拉槽等改造

建设，环岛标志性建筑可借鉴贵阳市

喷水池、 大十字的改造经验进行改

造。同时，修建双层路面构建立体交

通网络，科学划分道路功能，避免因

非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混行造成的

交通拥堵和安全事故。

本报记者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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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学生的成长、学习

环境都是民生热点。 在省政协十二

届二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聚焦学

生食堂、 校园健康问题并递交提

案，为营造学生学习、成长的良好

环境建言。

学生食堂的营养、安全、设施

配备关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截至

2018 年 5 月统计，贵州共有各类学

校食堂 17890 个， 就餐学生达 620

万人，办好学生食堂是民之所向。

针对学生食堂问题，民进贵州

省委员会提交 《办好学生食堂，更

好推进“校农结合” 的建议》的集

体提案， 为进一步扩大校农结合，

加强全省各级学校的学生食堂配

套建设建言。

提案原案中提到，2018 年 1 至

10 月，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食堂采购

农产品总量 51 万吨， 采购总金额

35 亿元，其中采购本省贫困地区农

产品达 35万吨，采购金额 21亿元，

为贫困人口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还解决了师生的早中餐问题。

然而调查发现，全省一些学校

缺少食堂，或设施不完善，学生在

外购买午饭，既不卫生、也不营养，

不利于学校做好学生安全管理。

因此，为办好学生食堂，更好

地推进“校农结合” ，集体提案原案

中建议，对全省各级学校学生食堂

建设情况做全面调查，对没有配套

建设学生食堂的，要尽快立项建设

学生食堂，增加学校餐饮管理人员

工资保障待遇工作；保障学生的早

午餐的供应，保障寄宿制学校的餐

饮质材、用餐安排管理；为长期保

障校农发展关系，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应成立督查机构，健全校农合作

可持续机制及完善监测安全等相

关工作。

校医作为学生在校园安全健

康的第一层救治保护防线，能在校

对学生进行正常体检、建立所有学

生健康档案，同时进行预防接种工

作，讲析精神生理卫生知识，纠正

不良习惯，防止病情发生。

委员韦秋艳以安顺市为例，针

对贵州省农村中小学校医岗位配置

问题递交了《关于加强落实农村中

小学校医岗位配置的建议》， 在提

案原案中，她表示，现实中有很多学

校常因缺少校医和相关设施， 延误

学生治疗和抢救时间， 甚至导致一

些严重后果， 校医工作设置不能可

有可，必须要落实到位。

“以安顺农村为例，许多学校

都建有卫生室，其实里面没有校医，

这样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贵州省的

其他农村。 ” 委员韦秋艳表示，如果

一个学校没有校医，一旦发生问题，

将引发群体性卫生安全事件，后果

不堪设想。

针对农村中小学校医岗位奇

缺、履职不正常、校医素质良莠不齐

等情况，韦秋艳建议，建立学校校医

专项编制， 所有学校都设置校医，增

强与社区卫生服务等机构的合作，吸

引社区医生走进校园，指导和帮助学

校做好学生身心健康工作、公共卫生

工作等， 进而确保学校学生身心安

全， 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为

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绿色、健康的学习

环境。 本报记者 陈玲 陈佳艺

办好学生食堂、加强校医配置

政协委员聚焦学生学习成长环境

办好学生食堂

推进校农结合

加强校医配置

建设健康校园

致公党贵州省委员会：

构建立体交通体系

缓解观山湖区拥堵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 脱贫攻坚的战斗决

战于此。 作为全国贫困程度最

深，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

三年来， 贵州在脱贫攻坚战役

中取得很大成绩。 在省政协十

二届二次会议上， 贵州省政协

委员李德祥将视线关注在贵州

省脱贫攻坚工作上， 并提交了

《激发连锁商超活力、助力贵州

脱贫攻坚》 的提案原案， 提出

“扶贫就是扶自己” ，建议驻黔

及本土各大连锁商超企业以

“进驻贵州，扎根贵州，发展贵

州” 的担当和情怀，与贵州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力助力

贵州的脱贫攻坚。

李德祥委员表示，根据调研，

目前贵州的连锁商超企业包括沃

尔玛、北京华联等外地进驻企业，

也有合力超市、星力超市、地利等

本土连锁企业。 在这些连锁商超

中，年经营额高的可达数十亿元、

少的也有数亿元， 员工人数少则

上千、多则近万。

“连锁商超是用工最为密集

的地方，每家连锁商超通过提供

岗位、 促进就业带动扶贫的方

式，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实现了脱

贫摘帽” ，李德祥委员认为在开

展脱贫攻坚战役中，连锁商超有

着许多优势， 除了带动就业以

外，许多连锁商超都有“农超对

接” 机制和“农超对接” 的基

地， 可以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

直接和间接地带动成千上万的

人脱贫。 此外，在各个连锁商超

中，还设有大量的贵州农土特产

和生鲜产品的展柜区域，这让超

市通过解决销路的方式，使生产

源头和消费终端有机融合。以合

力超市为例，去年该企业在贵州

采购蔬菜、干货、禽蛋、水产、肉

类等类别，总采购数量达 6 万多

吨， 采购金额达 13 亿元， 而今

年，合力超市计划将采购金额上

升 30%。

“扶贫就是扶自己” ，在提

案原案中， 李德祥委员建议驻

黔及本土各大连锁商超企业在

特色农产品采购、 建档立卡贫

困户定点帮扶、 农村劳动力就

业等方面向贫困县市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 积极与各个贫困县

市加强紧密合作， 探索出一条

实现农民、企业、市场“三赢”

模式的新路子， 并在超市中设

立“三品一标” 专区专柜，展示

贵州特色农产品， 提升产品知

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李德祥委员认为， 推动黔货

出山是贵州省开展脱贫攻坚战

役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

黔货出山的核心在于销售 ，通

过超市设立贵州特色农产品专

柜，以销带产、以销带种、以销

带养， 可以助推脱贫攻坚。 同

时， 在与各个贫困县市的合作

中， 企业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货

源， 也有助于企业本身的销售

与发展。

此外， 李德祥委员还建议各

级党委、 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

对 “公益性惠民生鲜超市” 模

式在全省的推进力度； 对在决

战脱贫攻坚战役中表率作用明

显，贡献突出的商超企业，在企

业用地、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

政策性照顾。

本报记者 李慧超

李德祥委员：

助力脱贫攻坚 推动黔货出山

在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

之际，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

们已于日前陆续到驻地报到，不少代

表们都集中关注房开企业与白酒产

业发展。

来自遵义代表团的代表王庆琨这

次带来的是关于做好“问题”房开企业

善后事宜的几点建议。他认为，近年来，

我省各地特别是市州中心城区，一些房

开企业由于实力薄弱、 管理不善等因

素，导致部分项目出现拆迁还房落实不

到位、逾期交房、一房多卖、拖欠工程款

和农民工工资、 拖欠税费涉及银行抵

押、法院查封、民间借贷等诸多问题，造

成购房群众入住后无法办理产权证、拆

迁多年后得不到住房等现状。

面对这些问题， 王庆琨建议依法

追缴拖欠税费， 对拖欠的税款以及国

土、规划、人防、消防等部门的相关费

用，应在解决群众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由省、市、县（区）相关职能部门依法

进行追缴。

部分楼盘遗留问题复杂且历时长

久，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化解，他建议

省、市、县（区）各相关部门，特别是国

土、规划、住建、消防等部门继续给予

政策支持，确保问题彻底解决。

同样来自遵义代表团的王运秋带

着为贵州白酒产业日趋复苏的建议而

来。她认为以国酒茅台为标杆，坚持传

统工艺、储足陈酿、不卖新酒、确保白

酒企业的产品质量， 是贵州白酒企业

的底线。

她希望，持续实施生态文明工程，

加大酱酒原产地茅台镇上游生态屏障

的保护性投入， 确保酱香酒的用水安

全。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白酒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有效运行。

本报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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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外消防人员备勤 直播大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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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房开企业现状

守好白酒企业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