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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 14日讯（记者刘巍 赵梦卓
杨悦 陈沫 李娜 王超）今天下午，出席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们分组审议省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代表们一致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部署工作准，是

一个求真务实的好报告。过去一年，省人大

常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注重立法高质量、依法监督求实效、突出

代表主体作用、自身建设坚持高标准，各项

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省法检两院工

作报告总结工作客观准确，安排部署工作有

力，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

障，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越来

越强。

赵争涛代表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是一个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狠抓落

实的好报告。在谋划新一年工作时，提出

一系列走深、走心、走实的新思路、新行动

和新举措，让人倍感振奋。法检两院报告

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回应群众关切，促进

了社会公平正义，为建设幸福美好吉林保

驾护航。

吴长胜代表说，法检两院报告政治站位

高，法治保障强，依法监督有力，特别是提出

牢固树立“亲商”“护商”理念，在保障民营企

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

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方面，体现了

两院对企业的关怀。“两院真正把身子扑下

去，用良好的法治环境为企业保驾护航，令

人备受鼓舞。”

王善斌代表表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结合我省当前发展实际，充分体现依

法履职与服务大局、保障民生高度统一，是

一个政治坚定、思维清晰、催人奋进的好报

告。报告通篇贯彻服务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这条主线，高度聚焦三大攻坚战、高

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突出省人大常委会

对全省经济计划执行、财政预算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以及脱贫攻坚等重要工作领域的

监督检查和深度调研，彰显了求真务实的

良好作风。

在长春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代表们纷纷

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法检两院工作

报告点赞。大家一致认为，三份报告内容

“高”“实”“新”，符合省情民意。王哲代表是

一名律师，在基层工作多年。“过去一年，省

法院的工作发生一些可喜变化，让我感受颇

深。”他表示，吉林省“智慧法院”走在全国前

列，指尖上的诉讼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在

管理上，省法院开展的两个“一站式服务”，

架起了法院与人民之间的桥梁，最大限度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为建设幸福美好吉林保驾护航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和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李抑
嫱 刘姗姗 陶连飞)今天下午，参

加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委员

分组讨论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

联系本界别实际，对2020年政协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民建、工商联讨论组，委员

们纷纷表示，今年法检两院工作

报告内容客观、数据翔实，对今后

工作的安排，彰显了司法为民、维

护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决心，符合

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希

望法检两院根据新形势、新要求，

更加自觉地把工作放到全面推进

依法治省大局中来谋划，牢牢把

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吉

林、法治吉林。

“法检两院工作报告篇幅不

长，但内容务实，作风扎实，充分

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经济

界一组，梁惟苓委员说，要主动服

务大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

步推进司法公开，锻造过硬司法

干部队伍，切实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保驾护航。

委员们还对2020年政协工

作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在科协、科技界一组，孙昭艳

委员说，政协委员既是荣誉也是

责任。新时期的政协工作对政协

委员提出更高要求。建议根据高

校、企业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入调

研，提出切实可行的人才政策建

议。

“我一直关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在农业界讨

论组，钟东委员表示，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的重要举措。建议把数字农业作

为重点方向，推进农业科技发展，

加强对农业科技方面的调研，建

立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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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4日讯（记者何琳娣）今天

下午，省十三届人大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

会分别举行会议，通过了《吉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关于吉林省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

查结果报告》和《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2019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

报告》。

这两个报告将提交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经济委、预算委通过两项审查结果报告

本报1月14日讯（姜新 记者何琳娣）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今天晚上，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我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

立法，编纂民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是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现在，民法典的编

纂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组织全国人大代表

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就是要深入领会中央

有关精神和部署要求，充分认识编纂民法典

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及基本内容，提前征

求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为即将召开的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民法

典草案做好充分准备。

会上，代表们观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部署组

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录像，并就民法典草案进行研

读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将严格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部

署，将学习、研读讨论和征求到的意见建议

情况做好整理汇总，保证研读讨论和征求意

见工作取得实效。

我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

现实生活中，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情况，无形地威胁着脱贫攻坚

的成果。王树东代表建议，我省应

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重

点，持续开展健康扶贫“双签约”，遏

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发生。

2019年，通化积极开展健康扶

贫双签约工作，一方面由家庭医生

团队与贫困人口签约，为贫困人口

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健康服务；另

一方面由扶贫干部和贫困人口签

约，发挥领路人作用，对贫困人口进

行健康扶贫政策的宣讲，以及医保报销、民政医疗救助、托底保障

等代办代报服务，大大遏制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发生。

“今年，通化市中心医院准备派出几支团队到乡镇去，通过

百名医师进社区、百名志愿者进社区、百名护士进社区、百个合

理用药团队进社区和百名专家进社区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让基层百姓在社区就能享受到高端医疗服务，降

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几率。”王树东说。

在推进健康吉林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王树东

提出，我省应该积极建立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其辐射带动

作用，促使优势医疗资源纵向、横向流动。同时，应以国家级区

域医疗中心为核心，建立多层级的医联体以及远程协作网，缩小

区域内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全面提升区域内医疗

服务能力，使疑难病症的诊疗在区域内就能得到有效解决，提升

人民群众享受医疗服务的获得感。

王树东代表——

推进健康扶贫“双签约”
本报记者 李娜

近年来，老旧小区的管理问题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多重原因造成

部分老旧小区容积率高、公共空间

少、物业管理差、治安管理难。针对

这些现实问题，王野委员提出，可以

为老旧小区加装智能门禁系统、人

脸识别系统和车辆识别系统，从而

对其实现智慧管理。

结合工作实践，王野提出，可以

联合高科技企业研发集信息采集、

智能管理、全时控管于一体的智能

门禁系统。居民下载并使用手机软

件，可以远程实现楼栋智能开锁，方便日常生活。

此外，考虑到老旧小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老弱孤残等

特殊群体，通过在小区加装智能系统，公安机关在后台可以及时

对长时间没有进出记录的空巢老人、孤残人士等服务对象进行

实时关注、及时帮扶。

王野告诉记者，智能门禁系统采集的影像数据与公安机关

联网，民警通过后台就能实时掌握出入人员信息，对进出人员进

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对犯罪嫌疑人员进行预警、防范，保障社会

治安平稳有序。

王野委员——

用科技“武装”老旧小区
本报记者 陶连飞

“如何让更多香港青年走进吉

林、了解吉林、热爱吉林，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我今年的提案就是

关于如何让香港青年更好地了解吉

林。”当记者见到彭华委员时，他正

在与其他港澳委员一起讨论提案。

“作为吉林省政协委员，我渴望

看见更多香港有为青年落户吉林，

为吉林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彭华表示，多年来，由他创立的

吉港青年交流促进会，在这方面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通过两地青少年制度化互访体验，引导香港青年加深

对内地的了解，亲身感受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国家经济繁荣贡献

智慧力量，更为吉林发展注入活力。”彭华说。

他认为，吉林省拥有优质高校资源，可以借助高校优势，吸

引更多香港青年到吉林读书，更直接地了解吉林。同时，众多汽

车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势必带来大量人才需求、实习机会

等，可以让香港青年在实习中将课堂所学与实践结合，将来更好

地投入工作。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区域中心，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北亚地

区。彭华还建议，借助东北亚博览会的平台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的影响力，促进与香港各大高校合作交流，打造国际性创业大

赛，深入挖掘人才，同时扩大吉林省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让更

多香港青年了解吉林。

“希望吉林能够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以

文化交流为纽带开创吉港合作新领域。逐步完善硬件，加上

适当的政策扶持，我相信会有更多香港青年愿意到吉林发展，

扎根吉林。”

彭华委员——

让香港青年更好了解吉林
本报记者 李抑嫱▲委员们纷纷表示，今年法检两

院工作报告内容客观、数据翔实，对
今后工作的安排，彰显了司法为民、
维护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决心，符合人
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本报记者 石雷 钱文波 摄

▲与会代表分组审议省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付平 丁研 摄

“吉林一号”遨游浩瀚太空，为爬坡过坎的吉

林注入新的动能。红旗H9首秀人民大会堂，艳惊

四座。新红旗品牌通过产品和技术双创新，实现

销量逆势上扬……回首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省

在科技领域取得不少新突破，科技创新硕果累

累。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李冰、省人大代表孙尚

勇来到由吉林省人民政府网、吉林日报彩练新闻

联合举办的“2020吉林省两会直播间”，围绕吉林

如何在新一年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的话题提出

若干建议。

扫码进入两会直播间 围观吉林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