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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海波、张典标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

表委员中，有这么一群
“盯子户”：他们多年盯
着一个领域或者一件事
情不放。这样的持续关
注，促进了问题解决，推
动改革进一步深化。
  当他们的议案建议
或提案完成使命时，既
是议案建议或提案最好
的归宿，也是对代表委
员履职的最好褒扬。
　　今年全国两会，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邀请多
个领域的“盯子户”代表
委员，讲述他们履职尽
责的故事，听听这些“盯
子户”最近又盯上了哪
些新问题。
  （参与采写记者：李文哲、

周闻韬、张玉洁）

　　“感觉这两年雾霾变少了，难
道是我的错觉？”
　 　“你 的‘错 觉’没 错 ，北 京
2020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38
微 克 / 立 方 米 ，创 下 这 一 数 据
2013 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新低。
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 276
天，其中“1 级优”天数 106 天。”
　　“春节这几天按理说车少人
少，北京空气质量为什么又变
差？”
　　“看来霾也喜欢过年。”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兴
赢，经常在微信里解答关于雾霾
的种种疑惑。如果遇到持续性的
雾霾天气，还会通过微信朋友圈
发出“非官方”的预警提示。不过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显
现，这位气象专家发出的预警
次数越来越少。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轨
迹，也反映在张兴赢的提案上。
2018 年，初次履职全国政协委
员，针对当时不同部门建设的
大气观测网络，由于使用不同
仪器或者技术标准导致数据

“打架”等问题，他提出建立客
观科学的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
和评价体系，统筹规范各部门
现有生态监测网络。
　　 2019 年，张兴赢的工作
重心从地面观测转向卫星观
测。在当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
统筹实施全国卫星遥感对地观
测计划，建议各部门形成合力，
利用高科技加大污染源溯源力
度，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
　　 2020 年，这位气象专家
在前两年提案的基础上，建议
加强大气环境资源管理，科学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什么是
大气资源？通俗一点讲，大家常
说雾霾靠风吹，这种大气扩散
能力就是大气环境资源，我们
要把这个家底摸清楚。”张兴
赢说。
　　今年的全国两会，他继续
关注大气环境资源议题，提出
加强大气环境资源配置，采用

分级管理办法制定区域间差异
化的减排指标。
　　“空气质量逐步改善，针对
大气污染的提案或议案肯定会
越来越少，说不定过几年就没
人再提了。”张兴赢说。
　　在气象领域，霾是一个约
定俗成的术语。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我国的气象部门就开
始了霾天气的日常监测。
　　“今年春季期间，北京出现
霾天气，大家直呼受不了。其实
从监测数据看，数值上没有达
到前几年那样爆表的程度。”在
张兴赢看来，这说明大家对于
空气质量的标准在提高，也是
社会进步的体现。
　　气象卫星被形象地称为

“天眼”，不但能从太空看到灰
蒙蒙的霾，还能判断霾的轻重，
分析霾的成分。在我们的头顶
上，约有二三十颗“天眼”，时刻
监测着地球的呼吸质量。按照
国际协议，国家间要共享气象
卫星的监测数据。
　　“数据不会造假，国外气象
卫星时刻盯着我们，我们治理
大气污染的成就，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认可。”张兴赢表示，“可
以预期的是，到了我国碳达峰
时，雾霾问题我基本可以不用
关注了。”

　　从 2008 年开始连续担任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上百件提案都
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现任全
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潘碧灵，因此被称为“绿色
提案大户”。值得一提的是，上百
件 提 案 中 有 六 成 聚 焦 水 污 染
防治。
　　履职最初几年，潘碧灵主要
关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他在调
研中发现，“污水靠蒸发，垃圾靠
风刮”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农
村污染物排放量几乎占了水污染
物的半壁江山，由种养殖业和农
村生活造成的水污染更是触目
惊心。
　　农村污染问题引起全社会关
注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生态保护
的制度建设。在 2013 年的全国

两会上，他呼吁把生态文明建
设上升至宪法层面。
　　 2013 年初，我国中东部
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雾霾，引
发社会担忧。“雾霾在天上，根
子在地上，关键还是思想观念
和发展理念。”潘碧灵回忆说，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转变人
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方
式，从根子上扭转生态环境恶
化的迫切要求。”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到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其中，“生态文明”“美
丽”为新增表述。
　　期间，潘碧灵还持续建议建
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潘碧灵
说：“生态补偿常常陷入只说不
做的尴尬境地，跨地区的生态补
偿更难以落实。”2019 年 8 月，
我国正式提出全面建立生态补
偿制度，潘碧灵和志同道合者多
年的呼声终于落地。
　　最近几年，潘碧灵把目光
聚焦到长江流域的水环境保护
和生态修复。

　　 2020 年全国两会上，他
建议将重点湖泊保护和治理纳
入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重要
内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纳入
中央环保督察范围。在有关重
点湖泊，全面推动落实总磷削
减行动计划和总量减排政策。
　　今年潘碧灵提交的提案是

《加快推进水产生态养殖，持续
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他注意
到，长江禁渔之后，水产养殖的
污染问题尚未引起重视，部分
区域水产养殖污染已成为制约
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

“养殖户集中排放的大量养殖
尾水，对区域水环境质量影响
很大。”潘碧灵说，“相关部门需
要加大监管力度，倒逼尾水治
理。强化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工
作考核奖惩，完善生态损害赔
偿机制，对严重破坏养殖水域
生态环境质量的行为，要依法
依规进行追责、问责。”
　　从农村污水到生态补偿机
制，从生态文明入宪到长江流
域生态修复治理，再到水产养
殖污染问题，潘碧灵始终紧盯
水污染防治的薄弱和关键环
节。“这几年水污染防治成效显
著，但生态环境改善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水污染治理还需久
久为功。”潘碧灵说。

天更蓝了，微信预警越来越少 水更清了，环保要求越来越严

　　冉慧打小就吃够了毛狗路
的苦。
　　冉慧家住重庆市酉阳县天山
堡村，地处武陵山区。这里管崎岖
不平、窄得只容得下狐狸（当地人
称毛狗）走的山路叫毛狗路。从小
山村到县城不到 10 公里的路，上
山下山，走一趟得 3 个多小时。 
　　 2014 年，冉慧当选为村委
会主任的时候，山里的路况并未
得到根本改善。 
　　“我如果当上村主任，首先带
大家把村里的路整好，搞乡村旅
游。”冉慧坦言，她能当选村主任

也和村民“苦路久矣”有关系，
正是她当初这段竞选“宣言”，
打动了村民。
　　要致富，先修路。2018 年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冉慧建议加
大对四好农村公路和产业路的
建设支持力度。她调研发现，不
少地方靠发展产业脱贫，四好农
村公路建设却拖了后腿，扶贫产
品外运成本比较高，打击了贫困
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2019 年全国两会，冉慧
建议科学规划农村道路体系。

“由于进村公路需要经过其他
村，修建过程常常遇到矛盾纠
纷，制约了村子发展。”不久，农
业农村部回复冉慧说，国家将
乡村旅游公路纳入了农村扶贫
公路中央预算内投资范围，将
武陵山片区等连片特困地区、
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
地区和革命老区纳入支持范
围，大幅提高公路建设补助标
准，支持贫困地区实施一批具
有资源路、旅游路、产业开发路
性质的公路改造建设。
　　 2020 年全国两会，冉慧

关注的是农村公路的安全问
题，建议在必要的地方安装护
栏和路灯，“以前我们认为只要
有路就行了，随着大家对美好
生活标准的提升，对路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天山堡村的发展，成为农
村道路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例
证：从村村通到组组通，扶贫公
路、产业路、四好农村路，一条
条宽敞的水泥路像网一样在群
山之间铺开。冉慧说：“现在从
村里到县城，开车 20 分钟不
到。天山堡人也端起了旅游
碗。”
　　如今，冉慧心里的“交通
图”铺得更广了。今年她提交
的两份建议是《关于尽快开工
建设渝湘高铁重庆黔江至秀
山至湖南吉首段的建议》《关
于在“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
渝湘粤高速铁路的建议》。在
她看来，这对挖掘当地发展潜
力，增强山区自我造血功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具有
重大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
院副院长赵皖平履职期间颇为高
产高效。从 2013 年首次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以来，递交议案建议
130 多件，其中多数和“三农”相
关：建议发挥“消费扶贫”作用助
力脱贫攻坚，写入了财政部预算
报告；建议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
对大别山等革命老区单独出台扶
持政策，为此后《关于新时代支持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出台
提供了前瞻视角；建议还原奶在
出售时应在包装上做好标识以保
护奶农利益，引起国家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最终写进当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
　　过去 9 年间，他持续关注
农产品销售环节的痛点难点。
在他看来，小农经济面临的季
节性卖难、结构性卖难、信息不
对称与生产非标准化导致卖难
等各种“销售难”，归根到底都
与数字化程度不高有关。随着
国家提出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农产品
销售的最后一公里逐渐打通，
销售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农
产品网上销售火爆，不少政府
官员亲自直播带货。今年全国
两会，他也将视角转向农产品
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
　　“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源头
分级，就能大幅提高附加值和
溢价能力，促进稳定增收。”赵
皖平说，源头分级更加匹配电
商销售特点，比如春节期间热
销的丹东草莓，电商平台按照
单果 20 克、30 克、40 克销
售，不同等级之间每斤可以相
差 3 到 4 元。

　　在电商新业态下，消费者
的需求更为多元细分，对农产
品的大小、口感、品质的要求也
能更准确、更快速地传导到生
产端。赵皖平建议地方政府、电
商平台、科研机构建立协同机
制，共建源头分级标准，“比如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联合江苏淡
水水产研究所，探索制定长三
角螃蟹分级标准，从而强化了
产品品质，就让蟹农得到不少
实惠。”
　　 2013 年，我国部分地区
发生人感染 H7N9 流感事件。
当时有媒体报道采用“人感染
禽流感”，加重消费者谈“禽”色
变的情绪，加剧家禽业的损失。
次年全国两会上，赵皖平执言
将禽流感的“禽”字去掉，得到
相关部门积极回应。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议案建议精准管用，离不开扎
实的调研。“2020 年，我大概
有 100 多天在各地调研。我们
搞农业研究的，只有跑田间地
头才能接触到真问题。”赵皖
平说。

　　今年是孙宪忠担任全国人大
代表的第九年，提交的议案、建议
和立法报告超过 70 份。作为全
程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专家，
孙宪忠提出的建议多达数千条。
　　 2013 年，孙宪忠第一次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就呼吁编纂民法
典。当年他领衔提出“修订《民法
通则》为民法总则、整合其他民事
法律为民法典”的议案。孙宪忠设
想，五到八年内完成编纂工作。
　　第二年，孙宪忠再次提出同
名议案，并做了更仔细的论证。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新
中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启动，此

前四次均因历史原因被搁置。
　　“不少人提议编纂民法典
的理由是‘别的国家有，咱们也
应有’，而我的出发点是我国过
去的民法制度存在缺陷。”从问
题意识出发，才能够真正推动
民法典编纂的工程。
　　孙宪忠解释说，“例如当
时 还 在 实 施 的 民 法 通 则 是
1986 年制定的，其间 156 个
条文中能够真正直接适用的
只有十几个，民法通则被‘掏
空’了。不编纂民法典，仍然
将民法通则作为民法的龙头
法律，那当然就远远地脱离了
现实。”
　　 2015 年 3 月，民法典编
纂确定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
步编制民法总则，第二步整合
其他民商法律为民法典。当年
的全国两会上，孙宪忠提出“中
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编制体
例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定名为第 70 号议
案。接着，制定民法总则列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年立法
工作计划。
　　 2017 年 3 月，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

总则，编纂民法典又迈出一步。
之后几年，在第二步各分编的
编纂中，物权、债权、家庭制度、
人格权等内容的编写和修改，
孙宪忠的建议、议案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从提议启动编纂工作、提
出编纂思路，到参与具体法条
的制定修改，孙宪忠倾注了心
血。“宪法是高高飘在空中的旗
帜，民法就是踏在大地上的脚
步。虽然每一步看起来都平淡
无奇，但正是这些扎实的脚步，
落实了国家的治理目标。”孙宪
忠说。　　
  几年下来，孙宪忠两鬓添
霜。2020 年 5 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进入“民
法典时代”。孙宪忠投身多年的
民法典编纂工作，画上了句号。
  今年全国两会，孙宪忠提出
依据民法典清理其他法律中“其
他组织”概念术语。他解释说，

“其他组织”这一概念术语在既
存的八十多部法律中，表达了两
种甚至是多种含义，严重影响了
司法分析和裁判的混乱，必须予
以清理。

　　为了给女儿治病，举家坐火
车来北京，曾是张慧（化名）每年
都要经历的难熬时光。如今，北
京专家已经常驻郑州，一家人再
也不用两头跑了。
　　 2020 年 11 月，来自北京的
9 个知名学科团队常驻河南省儿
童医院，开启“双主任”制管理
模式。
　　“给张慧女儿看病的张斌医
生，既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
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也
是河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的‘特
聘主任’。他不仅把治疗技术带
来了，还通过传帮带，把技术真正
留下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说。
　　周崇臣参与并见证了国家
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过程。
　　 2018 年，周崇臣当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针对河南患儿
看病难的困境，他建议支持河
南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带动区域儿科发展。
　　 2019 年，他的视野从河
南扩展到中西部，建议加强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设
置，促进儿科优质资源均衡布
局，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儿科
发展，减少跨区域就诊，降低外
转率。
　　 2020 年，在河南省儿童
医院已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单位基
础上，周崇臣又建议以省级医
学中心为引领，在省域内选取
有医联体基础、人口密度较
大、专科力量薄弱、外转率较
高的地市，探索专科紧密型合
作路径。
　　今年全国两会，他继续关
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块

“试验田”，提出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在人事管理、薪酬改革、

医保支付、药事创新等方面给
予具体指导。
　　“目前，各地的国家儿童区
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和区域辐
射带动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以
后去北京看病的外地患儿会越
来越少。”周崇臣说。
　　以河南为例，河南省儿童医
院向上联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北京儿童医院，向下辐射带动河
南儿科医疗联盟 236 家成员单
位，筑牢基层医疗网底，2020 年
同 2016 年相比，到北京儿童医
院的门诊患儿下降 63.12%，住
院患儿下降 51.33%。
　　儿童健康永远是社会热
点、家庭焦点。随着“健康中
国”战略全面实施，尤其是疫情
发生后，全社会对健康的认知
正从以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
转变。
　　“要让患儿看得上病、看得
好病、舒心看病，更重要的是让
孩子少得病、不得病。”周崇臣
表示，“怎样使儿科提供更优质
可持续的服务，让国家儿童区
域医疗中心发挥好作用、形成
常态化机制，将是我未来关注
的重点。”

道路好了，乡村旅游越来越香 销售畅了，数字经济越来越火

法典落地，治理能力越来越强 资源均衡，本地求医越来越多

  张兴赢：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

  潘碧灵：全国政协常委、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冉慧：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酉阳
县天山堡村委会主任

  赵皖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省农科院副院长

  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周崇臣：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省儿童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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