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7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明确加大扶贫政策、扶贫
对象、帮扶措施、扶贫成效、贫困退出、扶贫资
金项目安排等信息公开力度。

“加大扶贫信息公开力度，有利于对贫困
人口数据的动态掌握，脱贫的及时退出，返贫
的及时纳入，为扶贫工作精准发力提供坚强
有力的信息基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吴国宝说。

扶贫信息“晒”在阳光下，可以加强社会
监督，有效防止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跑冒滴
漏”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今年还将加
强督查巡查，对去年督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
题，进行“回头看”，对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扶
贫资金管理使用、易地扶贫搬迁等情况，开展
专项督查。

此外，今年政策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建设，
推动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1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移动
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网络
全覆盖。

补短板加大信息公开松绑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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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三贵说：“当前尚未脱贫的人口是自身
脱贫比较困难的，政府应在兜底保障的基础
上，再辅以技能培训等才能脱贫，因病致贫人
群、残疾人等就属于这类人群。”

针对因病致贫人群和残疾人群，普遍存
在医疗费负担沉重这一情况，今年初，各部委
出台针对性措施，重点解决医疗救助和减少
贫困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出等问题。

民政部等6部门2月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
接的通知》，立足于发挥医疗救助和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的基础
性作用。

2月，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6部
门和单位印发了《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2016-2020年）》，通过全面落实保障制
度，减少贫困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出。

巩固扶贫成果，防治老少边穷地区地方性
疾病是治本之策之一，为此，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十
三五”全国地方病防治规划》，确定到2020年
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等7种地方病防治目
标。这有利于彻底拔掉致贫病根，确保精准扶
贫成效。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中央部委今年出台了哪些
2017 年第一季度

即将过去，为完成今年
再次减贫1000万以上
贫困人口的目标，各部
门采取了哪些积极行
动？政策如何体现精准
扶贫的绣花功夫？

记者梳理盘点各部
门一季度出台的扶贫举
措，并就今年精准扶贫、
精准施策等问题采访了
有关专家。

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增长30%
以上。当前扶贫工作的关键是确保“好钢用
在刀刃上”，在资金精准使用上进一步深化。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2月6日印发《关
于做好2017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
的通知》，将试点范围推开到全部832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

这一政策鼓励试点贫困县根据脱贫攻坚
实际需要，尽可能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类资
金“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

“政策为扶贫资金‘松绑’，可确保资金投
向最重要的方向、最关键的环节、最准确的对
象。”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汪三贵说。

为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3月13
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不再对相关资金支出范围作具体要求，而
是采取负面清单方式，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换句话说，就是“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了”。

此外，该政策改革资金管理方式，明确提
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
到县级，强化地方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管理责任。

2月6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3 月 13 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中
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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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2 月，民政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

2月，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26部门和单位印发《贫困残疾人脱
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2020年）》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与公
民自愿捐献器官同步发展的一种新
职业。

他们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
就像医生牢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的誓言、护士在授帽式上诵读的“南
丁格尔誓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
作职责是：当患者到了生命终末期，
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向病人家属传
达公民逝后器官捐献的理念，动员他
们在患者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献
出来，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人。

大多数时候，协调员面对的是
拒绝甚至责骂。俞欢当器官捐献协
调员五年了，在她看来，得到捐献者
家属的信任和依靠，是这份职业的
最大成就感。

由于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
则”，捐献者与接受者双方并不见
面，协调员有时会成为双方传达问
候的纽带。

新年前夕，王璐收到一张卡片，
一名接受肝脏移植的孩子希望将卡
片转给捐献者的父母。卡上稚嫩的
笔迹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
们，但我谢谢你们。”

“最令人难过的时刻不是被拒
绝 ，而 是 悲 痛 的 家 属 说‘ 我 愿
意’……”从一名大夫，变成一名器官
捐献协调员，王璐在各种场合见过数
不清的生离死别。生命的终结总令
人悲伤，而作为协调员的她，能感受
到更多人由此重生的希望和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让生命

互联网＋公益：
10秒钟完成人生重要决定

142269，这是上海白领孙潇潇的
一个新编号。她通过手机支付宝，进
入“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页面，提交
姓名和身份证号后，成为在中国器官
移 植 发 展 基 金 会 登 记 备 案 的 第
142269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孙潇潇把这当做送给自己的30
岁生日礼物。将登记卡分享在微信
朋友圈时，她写道：“想不出不救另一
个美好生命的理由，抛开其他，生命
燃尽薪火之时，还能赠他人以温暖，
挺好。”

从打开支付宝，到手机显示印有
自己名字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卡”，这个过程只花了10秒钟。

“互联网＋公益”，中国器官移植
发展基金会和蚂蚁金服这一跨界合作
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新登记
系统上线后的两天半时间里，新增登
记就超过8.6万人，超过该系统既往运
行两年半的登记总数。

日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
《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
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
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
器官捐献志愿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
登记或手续太繁琐”，登记渠道不畅、
流程复杂等是导致登记人数少的主
要原因。

从想法，到登记，有时只是缺乏一
个渠道。“渠道畅通后登记人数迅速增
长，证明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器官捐献
的理念，愿意加入生命接力的队伍
中。”肝移植医生屠振华说。

捐献的器官去了哪里？如何给
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过去器官捐献
和移植过程的不透明，令不少人心
有善念却对志愿登记望而却步。

实际上，2015年开始，在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宣布
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
成为唯一合法的渠道。由于移植手
术环境变好、公开透明的全系统流
程规范，更多人对于器官捐献多了
一份信赖和认可，捐献人数大幅上
升。

很多人不知道，登记成为器官
捐献志愿者，并不等于实际捐献。
真正完成捐献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医
学状态，经过严格的医学、伦理评估
及组织配型等过程，整个流程非常
严格。

一旦器官捐献成功，必须进入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依据等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等
待时间、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排序，
由计算机将其分配给最合理、最适
宜的受者。“既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程
序，还要保证合适的受者能够得到
功能健康的器官，我们常常与时间
赛跑、分秒必争。”吴晓梁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心肺移植
专家、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利用开
会间隙，动员更多人成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
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
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流程更透
明了，社会更认同了，我们为这份事
业鼓与呼也更有底气了。”

国台办：

日本现职副大臣访台
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赵博 齐
湘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9日在此间指出，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绝不允许挑战。
日本现职副大臣访台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的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就日
方近期在涉台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做法进行严
正交涉。他强调，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又企图在涉外领域挑战一个中国格局，这
样的“小动作”越多，遭到的反弹力度会越大。

台当局要搞军备？

国台办：
为错误政治路线
保驾护航没有出路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赵博 齐
湘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9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应询指出，随着两岸综合实力差距越拉
越大，台湾当局如果企图通过向外国购买武器、
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提出一些虚张声势的所
谓军事战略为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保驾护航，
这是没有出路的。

马晓光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与我建交
国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往来和官方交往，这是
毫无疑问的。和大陆搞军备竞赛，只能损害台
湾同胞的福祉和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
台海和平的根本保障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坚
持“九二共识”，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回到这一正
确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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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保险
关注贫困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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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捐献：
公开透明让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春天

协调员：
为生命接力的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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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
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
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
到了历史最高值10058例，2016
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余例，增
幅超50％。

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
来说，“器官捐献事业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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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友谊医院
肝移植中心医生们为
一患儿进行亲体肝脏
移植手术。 新华社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
药品管理法执法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胡喆）为
督促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统一权威的药品监管体
制，着力解决药品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促进健康中国建
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多
个省区市开展药品管理法执法检查。

记者从29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药
品管理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对药品管理法的实施情
况开展执法检查，是继2016年食品安全法的
执法检查以来，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中又一项
重要的执法检查工作，同时也是药品管理法施
行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执法检查。

宝兰客专甘肃段高铁
逐级提速试验圆满成功

3月29日，用于宝兰客专检测的“和谐号”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停靠甘肃天水南站。

当日，“和谐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在宝兰
客专（甘肃段）铁道线上跑出278公里/小时的
时速，标志着宝兰客专甘肃段联调联试项目之
一的列车逐级提速试验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新政策

走得更远
器官移植手术去年达到15000余例

？

“子衿学堂”识清明
3月28日，一名小学生在天津师范大学“子

衿学堂”清明节文化体验活动中放飞自制风筝。
清明节前夕，天津师范大学举行“子衿学

堂”清明节文化体验活动，邀请小学生们走进大
学校园诵读春意诗词、了解蹴鞠历史、放飞自制
风筝，体验清明习俗。

新华社发（王晓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