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种形式的棚户区改造工作初见成效，许多
群众实现了盼望多年的住房改善梦，陆续住进了
新房。但在一些地区，国家下拨到各地的棚户区
改造专用款项被挪作他用，使改善梦成了一个无
法实现的梦。”

6日在政协民建中央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时，全国政协委员、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的
话，一下引起多位委员的关注，“不会吧”“没有人监
管吗”“说话要讲根据啊”大家七嘴八舌地炸了锅。

“我当然有根据，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
的领导就是这么亲口和我说的，而且我这次的提案
就是关于加强棚户区改造政策资金使用走向监管
力度的。”李晓林介绍，对于棚户区改造中央财政有
配套的支持资金，应该给棚户区拆迁的老百姓每户
2.5万元的补贴，但一些地方没有兑付，不少房地产
企业也无法顺利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

听到这些情况，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副省长
孙东生坐不住了，“那是我们的纪检工作不到位！”

“我知道你在黑龙江不分管这块，但是我得反
映这个事情。其实我调研发现，财政资金在省建
设厅没有扣下，问题就出在基层。”李晓林说，“有
的挪用是前任所为，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追究的原
因啊。”

“国家下拨到各地的棚户区改造专用款项被
挪作他用，加大了资金筹措难和拆迁安置难的矛
盾，这使得棚户区改造开发进程在现有的市场环
境下雪上加霜。”李晓林说。

他建议，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监督机制，
棚改专项政策资金落实要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
监督，使棚改专项资金使用更加公开透明；对滥用
职权扣留、截留、挪用棚改专项政策资金的部门领
导实行“官员问责制”；对被挪用的资金应全数追
收回来；对应支付未支付的资金应责令各地方政
府限时支付到位。 记者 吴雨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棚户区改造政策
资金被挪用
政协委员建议加强监管

建议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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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况昌勋

赵治海，国内谷子研究知名专家、河北
省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其研
发的杂交谷子将产量提高了一倍多，受到
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荐，已在埃塞俄比
亚等非洲10个国家试种成功。因此被称为

“杂交谷子之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月7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河北代表团驻地。赵治海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

说起和海南的渊源，赵治海就打开
了话闸，滔滔不绝。三亚每条街道的名
称，每个地方的变迁史，信手拈来、毫不
语顿。最后他总结说：“我已经离不开
海南了！”对于南繁，赵治海也是越说越
兴奋，他说，海南可以打造成种业信息

中枢，带动人流，带动城市发展。

“我已经离不开海南了！”

记者：您哪一年到海南从事南繁的？
赵治海：我是1984年开始到海南

三亚做杂交谷子研究的。那时候杂交
玉米、杂交水稻都已经研究成功了，但
是杂交谷子还没有得到突破。

记者：还记得那时的三亚是什么样吗？
赵治海：那时候，除了机场，三亚市

区只有一个是两层楼的，解放路只有南
边一半有商铺。我们基地在师部农场，
也就是荔枝沟那里，离市区18里，那时
觉得市区好远啊。现在，三亚高楼林立，
荔枝沟也成市区了。海南环境好，我已
经离不开海南了，不仅自己买了房，还动
员了150多家亲戚朋友在海南买房。

记者：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去海南？
赵治海：我是被海南光照吸引过去

的。谷子生长需要强光，北方冬天用大棚

育种不行，一是阳光斜照本身强度就小，
加上大棚过滤就更小。而海南三亚，光
照时间长而强，非常适合谷子生长。夏天
我们在河北培育，冬天，就到海南育种。

“海南帮我缩短一半科研时间”

记者：您研究的杂交谷子对中国粮
食行业带来了怎样的贡献？

赵治海：海南帮我缩短了一半的科研
时间，到了2000年我们终于有了新产品，
将谷子的产量从 400 多斤/亩提高到
800—1200斤/亩，最高达1620斤/亩。除
了高产，还有就是抗旱灾性强，我们在甘肃
敦煌年降水39mm、年蒸发量3200mm的
地区做了试验，播前只浇80立方米水，盖
上薄膜，此后不浇水，就能亩产800斤。

“打造种业信息中枢”

记者：南繁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海南从中能获得什么？
赵治海：到海南从事南繁的科学家

都是中国中高层以上级别的，甚至是顶
尖级的，带过去的技术、品种都是最新
的。海南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承接
这些新技术、新品种以及新的栽培工
艺，从而促进海南农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信
息”。大量的科学家到了海南，就相当
于大量的先进科技信息和资源汇集到
了海南。信息流带动人流，人流就能创
造财富，就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海南
完全可以打造成为种业信息中枢。

记者：对海南农业的发展，您有好
的建议吗？

赵治海：海南农业要向精致、高效
农业迈进，要走品牌化。当然，海南农
业也要吸取内地省份的经验和教训，不
要过度使用农药化肥，要做好绿色防
控，保护那块干净的土壤，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河北省全国人大代表、“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

海南可打造成种业信息中枢

本报北京3月7日电（特派记者罗
霞 张谯星）在海南等地，“招工难”现
象日益凸显。“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
入拐点，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同时劳
动力成本加速上升。”住琼全国政协委
员郑钢建议，在海南进行开放外国劳
务市场试点。

在海南，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发
展，产业类型逐渐增多，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用工需求也迅速膨胀。

目前，海口和三亚的各类酒店迅
速增加，劳动力市场日益难以满足需
求，劳动用工成本逐年大幅度提升，企
业不堪重负。为了能顺利完成服务任
务，很多酒店不得不录用文化水平低、
年龄大的人员，对建立高素质的员工
队伍以保证和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带
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各地纷纷为“用
工荒”担忧的同时，在广东、上海、北
京、浙江等地，“洋人打黑工”越来越成
为常见现象。

郑钢建议，从2016年开始，启动在
海南开放外国劳务市场的试点工作，试
点工作可以在海口和三亚先期进行。由
国家相关部门配合海南省政府着手研究
制定有关开放外国劳工的行业、工种、配
额、卫生体检、工作准证期限、管理办法
等具体措施，并明确管理的责任部门。
尽可能简化外籍劳工的就业手续，建立
专门的通道办理工作准证，并保护外籍
劳工的合法权益。

“在海南进行开放外国劳务市场的
试点工作有着可行性和必要性。”郑钢
分析，海南东南和南面在南海与菲律
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为邻，西临北部湾
与越南相望，地处东盟前沿，有着十分
突出的地理优势。同时，由于海南陆地
面积和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对国家总体
经济影响不大，因此，在海南进行开放
外国劳务市场的试点，便于情况的管理
和控制。

另外，在海南进行开放外国劳务市
场的试点，有助于缓解海南企业，尤其是
高星级酒店劳动力紧张局面，提升海南
旅游服务的国际化水平；有更多的亚洲
劳务人员到海南工作和生活，对加强文
化交流和相互之间的友谊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郑钢：

在海南试点
开放外国劳务市场

听议政周元
本报北京3月7日电（特派记者况昌勋）教育

是今天的事业，是明天的希望，促进教育公平是全
国两会的一大焦点。我省全国人大代表表示，教
育公平不仅要提高边远贫困地区的硬件教育设
施，还要提升其“软件”，可以通过政策杠杆、经济
杠杆让更多的优质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

“现在将统一义务教育标准化，如果只有设施
标准化，没有合格、优秀的教师，也不行。”全国人
大代表吕薇说，“现在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
教师工资比城市还要低，同等水平的教师，肯定不
愿意去农村。”

吕薇建议，应该提高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教
师的待遇，或者在其他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
策。“例如，像澳大利亚，教师在边远地区从教5年
以上，就会在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补贴等。”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也表示，一些优秀教师
到边远地区从教，国家应该在其工资的基础上，给
予一定的津贴。除了经济杠杆之外，还应该加大
政策杠杆。“到边远地区从教，应该成为优秀教师
的一种义务，比如在评职称的时候，需要有1年的
边远地区从教经历。”

“此外，也给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从教的优秀
教师一定的期望。比如在选拔干部、评定职称的时
候，这种吃苦的从教经历成为其一种资本，有优先
选择的机会。”李建保说，这些外来的优秀教师到边
远地区和贫困地区从教，通过交流，带动边远贫困
地区本地教师水平的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提高边远贫困地区
教师待遇

点击建议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临近傍晚的北京，日光总是格外温
柔。下午5点半，审议计划报告的会议
结束不久，全国人大代表符跃兰的住地
房间里就银铃脆响、笑语盈盈。

明天是国际妇女节，海南团的 5
位女代表相约于节日前夕，先照一张
今年的“全家福”，刊发在节日当天的
海南日报上，让家乡的妇女姐妹见证
她们的参会风采。仔细一看，吕薇、钟
春燕两位代表穿着得体的套装，春风

满面；少数民族代表符跃兰、林美娟、
黄月芳则换上了黎族服饰，让素雅的
房间顿时生机勃勃。

几位代表刚刚拍了照片，目光不约
而同被桌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吸引。

看着“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
提供关爱服务”这行字，林美娟代表的
思绪飘回了遥远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南林乡罗葵村。她将心中的苦恼向

“姐妹们”倾诉——原来，在罗葵村有一
位孤寡的五保户老人，因恋家不愿到敬
老院居住，村干部都担心将来老人丧失
自理能力会给晚年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美娟，虽然这位老人的思想工作不
好做，但我们不能泄气，要请妇女干部多
多对这位老人进行引导。”符跃兰代表一

句话，引起了其他几位女代表的讨论。
她们普遍认为，当前，农村留守儿

童、妇女和老人需要更多来自各界的关
怀。“留守儿童若没有父母管教又缺乏质
优的学前教育，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

“留守妇女太苦了，又要持家又要出力干
农活，干不动时只能泪水往心里流”……

钟春燕代表希望，有关部门或志愿
者组织能够建立健全社会关爱机制，定
期、有序地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
提供关爱服务，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符跃兰代表则认为，应该加大投入，对敬
老院保育队伍进行培训，适当提高他们
的收入水平，吸引更多优质保育人员参
与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同时，应该提高
保育人员的准入门槛，对其专业、思想等

各方面进行考核评估，“要确保他们真正
有耐心、有爱心，能让住进敬老院的老人
感受儿女亲情。”

吕薇代表的建议颇为几位女代表
认同。她认为，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在农
村发展养老产业，引导当地留守妇女进
入敬老院工作，与留守老人相互陪伴，

“这样既能解决外来保育人员与老人沟
通不畅等问题，又能为当地提供就业岗
位，或许还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

天色渐渐暗了，她们的讨论还在继
续。这5位身在北京、心系海南的女代
表不知疲倦地为妇女儿童谋福祉、为人
民群众求福利，即将第三次以这样特殊
的方式迎来属于她们的节日。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海南团女代表“三八节”前夕议报告

为农村留守妇女撑起一片天

■■■■■ ■■■■■ ■■■■■

左图 3月7日，会议间隙钟春燕（左）和吕薇两位女代表就有关农村留守妇女等问题交流看法。
右图 3月7日，少数民族女代表黄月芳就有关农村留守妇女等问题发表建议。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女代表议留守妇女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雷敏 齐中熙）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严琦7日表示，尽管2013年以来餐饮业
的刷卡费率有所降低，但仍与房地产、珠宝、汽车
等高端消费产业一并划归为第一档餐饮娱乐类，
而不是第三档民生类。高额的刷卡手续费与我国
餐饮市场中八成以上都是关乎民生的大众化餐饮
的构成现状不相匹配，建议进一步降低餐饮业刷
卡手续费。

严琦介绍，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餐饮消费银行
卡刷卡比重越来越高，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在一定
程度上已成为餐饮企业尤其是大众化餐饮企业不
小的负担。2013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
将餐饮娱乐类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率从2％调低为
1.25％。以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860亿元、银
行卡刷卡比重25％来测算，调低后的刷卡手续费
率为餐饮企业节约至少52亿元的成本。

“随着刷卡手续费率的下调，餐饮消费银行卡
刷卡比重也有所提高，不仅促进餐饮业、还带动了
银行业进一步向前发展。”严琦说。

严琦表示，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加快发展大众
化餐饮的指导意见》，目前全国餐饮市场85％都
为大众化餐饮，餐饮业应该界定为民生行业。因
此，建议将餐饮业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率由现行的
1.25％进一步降至民生标准的0.38％，切实减轻
餐饮企业负担。

严琦委员建议：

进一步降低餐饮业
刷卡手续费

■ 本报特派记者 周元

北京的初春，天干物燥，每天餐桌
上的蔬菜和水果都是最受欢迎的。吃
一片新鲜的西瓜，清甜的汁水顿时带
来了满口的滋润。“这西瓜还是从海南
运过来的呢！”服务员笑眯眯地告诉我
们。其实，像这样的“海南产”瓜菜，常
年都大量北运，丰富了北方城市的餐
桌。

既然是全国的“菜篮子”“后花园”，
光热条件得天独厚，生态环境优良，海
南能不能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
更美？在审议现场，我们强烈感受了代
表们关切的“农”情。

|加强科研 调整结构|
让农业更强

“长期以来，我国对优质农产品种苗
的培育方面重视不够。比如，海南很多
优质的热带水果品种都是从境外引进
的。”周公卒、王雄、邓泽永等代表都提出
了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培育农
产品优良品种的建议。

不由得想到台湾。同为祖国宝岛，甚
至海南的光热条件还要更好一些，但在农
产品优良品种的培育和农产品深加工上，
海南与台湾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个差距，
关键还是要依靠科研来弥补。如果通过

科技手段，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抗病能
力，减少了农药用量，贴上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的标签后，农产品价格将翻倍；如果
通过科技手段，将一个小小的椰子，从天
然椰子水变成了生物面膜、椰壳活性炭，
附加值还会更高。农业何愁不强？

当然，除了发展科技，农业还需要顺
应市场的指挥棒。比如，邓泽永代表就
建议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信
息服务，帮助农民瞄准市场调整种养结
构、发展特色农业。

我们相信，有这么好的资源禀赋，只
要方向对路、措施得力、持续推进，热带
特色农业就能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
经济的一张王牌。

|智力扶持 多渠增收|
让农民更富

“海南农业优势明显，但农民人均收
入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反思。”不
少代表在发言中深有感触地表示，这说

明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投入、研究
和政策配套不够，或者是流于形式，没有
真正发挥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三农’的分
量很重，作为农民代表，我打心眼儿里高
兴。但在现实中，我感到农民的文化素
质还是跟不上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在
耕作方式、科技利用等方面还很落后。”
林美娟代表有喜又有忧，她建议政府加
强对农民的教育工作，整合培训资源，加
快建设学习型村庄。

扶贫先扶智，农村的落后说到底还
是教育的落后。李建保、邓泽永、林美娟
等很多代表都提到，要加大对农村基础
教育的硬软件投入，切实提高农村教育
质量，让农村孩子享受到教育的公平，通
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

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些地区为了
保护生态牺牲了自己的发展。黄月芳代
表呼吁，政府要加大对生态核心区农民
的生态补偿力度，扩大补偿范围，让他们
享受到更多发展成果。

|整治环境 开发旅游|
让农村更美

“算上假期和调研时间，我每年
有 60 多天待在海南，我特别珍惜在
海南的每一天。”家在北京的郝如玉
代表，对海南优良的生态环境不吝赞
美，认为海南的农村处处皆美景。但
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要特别重视农村
的垃圾污水处理，别让焚烧的秸秆和
乱堆放的垃圾，破坏了海南的美和清
新空气。

家在海南中部山区的黄月芳、林美
娟代表，也希望加大农村的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危房改造，让农村
又美又干净。同时，在建设国际旅游岛
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农村漂
漂亮亮迎接八方来客，让农民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诉不完的“农”情，带来春天的暖
意。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代表热议海南农业发展

诉不完的“农”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