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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慈善總會發起的救助先心病兒童
的 「一張紙獻愛心」慈善工程在雲南團舉行，以
全國人大代表鐵飛燕為首的多名志願者向 「愛心
屋」投入廢報紙，愛心在此傳遞延伸。

「把用過的廢紙存起來，變賣成錢，積少成
多，可以挽救先心病兒童的生命，十分有意義。
」穿着一身回族服裝的鐵飛燕站在收集廢舊紙張
的 「愛心屋」旁宣揚著愛心。她說，先心病兒童
的生命岌岌可危，我們要讓人類的愛匯聚挽救他
們的生命。

中華慈善總會於2008年3月啟動了 「一張紙獻
愛心」慈善工程，呼籲人們將日常生活中產生的
廢舊紙張捐獻出來，救助先天性心臟病兒童。

一提「90後」往往人們想到的是離經叛道，打
扮古靈精怪的形象，在本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這
位來自雲南昭通的 「90後」女孩鐵飛燕，顛覆了
大家對 「90後」的看法，成為媒體記者爭相採訪
的對象。

鐵飛燕的出名源自於2010年在綿陽跳河勇救4

人而被稱為 「最美90後
女孩」。同時，鐵飛燕
還用微薄的收入收養
棄嬰，這樣的愛心在
她的建議裡也同樣體
現了出來。

「我最關注的就是
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
希望自己的建議最終形
成議案，能夠幫助到留
守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
。」鐵飛燕稱自己也是
農村的孩子，很了解農村的事跡情況，現在農村
留守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越來越多，這些孩子的
教育生活都存在很多問題，她建議國家層面能夠
在勞動法裡面設立看望留守兒童。

「我會用這5年的行動，證明給大家看 『90後
』是有擔當的。」鐵飛燕說。

本報記者 康靜、蓮子

在雲南團媒體開放日上，面對43家中外媒體、
87名中外記者高舉的手臂，雲南省省長李紀恆把第
一個提問機會給了《大公報》，並稱《大公報》是
他最喜愛的香港報紙之一。

面對《大公報》記者關於首屆南博會籌備情況
的提問，李紀恆表示，去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南
亞商品展升級為南亞博覽會，這是國家送給雲南的
一塊 「金字招牌」，雲南將借全國之力，舉全省之
力，把第一屆南博會辦成功、辦精彩、辦出特色、
辦出水平，使之成為雲南省擴大對外開放的新平台
、推進橋頭堡建設的新亮點，全面打響中國—南亞
博覽會這一品牌。

李紀恆說，為了迎接首屆南博會， 「雲南除將

投入1億多元進行展館改造，還將全面進行城市環境
的綜合整治」。目前首屆南博會的招商招展工作正
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南亞八個國家已經達到415個
展位，東盟和其他國家的展位已經達到396個展位，
台灣地區100多個展位，香港地區的展位也很多。」

今年6月6日至10日，首屆南博會將與第21屆昆
交會同期舉辦，來自南亞國家和我國的政要、專家
、客商將齊聚昆明，共商 「相互開發、務實合作、
互利共贏、和諧發展」大計。

2012年雲南與香港兩地間在機制建設、投資貿
易、金融合作、文化旅遊
、慈善救助、人才交流
等多領域展開了廣泛
的交流與合作。2012
年，雲南全省引資
總量達2700億元，同
比增長42%；實際利
用外資21.9億美元，
同比增長26%。其中
，香港地區到位外資
約17.3億美元，佔全
省總額79%，創歷史最高
水平。在肯定了香港一
直是雲南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之後，李紀恆表示，
「開放、合作是滇港之間的主旋律，今年將繼續帶

隊到香港等地區招商。」 本報記者 蓮子、康靜

從貴州省畢節市5名兒童因取暖悶死在垃圾箱
內，到貴州省麻江縣4名幼兒因玩火窒息身亡，不
斷暴露出貴州乃至全國對兒童教育的忽視、對兒童
監管的軟弱。事件發生後，貴州開始警醒，連續出
台政策保障學生利益，尤其是學生生命安全。開放
日上，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長陳敏爾表示，我
們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省有630萬農民工長年在省外務工，導致貴
州有116萬的留守兒童，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
問題，義務教育輟學率比較高。到去年年底貴州省
初中畢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有11.6萬人，每年有近
12萬未滿18週歲的未成年人，待在家裡、或在社會
上流蕩，這是非常大的社會問題。三是流浪兒童問
題。」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向公眾承諾，通過加速
經濟的發展，加大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有中央的
支持、有社會的關心，貴州的教育一定會好起來。

在貴州代表團開放日上，省長陳敏爾也再次提
到貴州的孩子、貴州的教育，據介紹，2012年，貴州
省投入資金58.76億，對643.78萬人次的學生實行了
資助，其中全年各級各類資助資金達34.97億元，
資助學生238.21人次。並且首次推行研究生、學前

教育資助政策，首次實現95%的中職學生全免費。
以學校食堂供餐為基本特徵的 「貴州模式」學

生營養餐，通過中央財政下達的25.8億元補助資金
和14個地方試點，使1100多所學校的22.3萬農村學
生告別了空着肚子上學的日子，吃上了有肉有菜的
「營養午餐」。今年，貴州還計劃讓400萬貧困學

生能夠吃上營養午餐。
而在2012年對中職學生的大力度資助，也是貴

州今年實施教育 「9+3」戰略的前奏。從2013年秋
季學期開始，貴州中等職業教育將每年完成招生計
劃27萬、30萬、33萬人。並且免除省內中等職業教
育在校學生學費，60%以上中等職業教育學生享受
國家助學金。

據了解，貴州省到2015年，以縣為單位，小學
生輟學率控制在1.8%以內；初中生輟學率控制在
8%以內，9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85%以上、在全省
開展教育系統安全穩定 「百日攻堅戰」，保障學生
生命安全，甚至嚴禁民辦學校校車接送學生……一
系列的行動和承諾，標誌着貴州將把教育放在前所
未有的高度來重視。

本報記者 汪仕英、勞莉、張玲

在全國兩會寧夏代表團媒體日開放日上，全國
人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毅答記者問
時說，寧夏雖然是個欠發達的省區，但老百姓的幸
福指數是比較高的。

近些年，寧夏黨委政府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
生當中，堅持把有限的資金高效的用於保障和改善
民生。

實現了統籌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社會養老
保險制度全覆蓋，實施了中南部地區農村中小
學生營養早餐和免費午餐工程，實現了農村衛
星直播公共服務戶戶通，特別是實施中南部貧
困地區35萬生態移民攻堅工程，打造 「黃河善

谷」，讓老百姓得到
了實實在在的實惠，
人民群眾的生活環境
有了不斷的改善。

張毅代表說，讓
寧夏的老百姓過上幸
福生活，與全國同步
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是我們的責任；改善
生態環境，保護好這
片土地，構築祖國西部生態安全屏障，也是我們的
責任。 本報記者 田育紅、樊麗莉

「如何充分把握西部大開發重要戰略機遇期，
實現西部地區的全面發展」，是全國人大代表姜鋒
最為專注的話題之一。他在陝西團開放日上發言時
建議，西部大開發戰略應側重對縣域經濟的扶持。

來自陝西省咸陽市的姜鋒代表直言，《政府工
作報告》提出 「優先推進西部大開發」，讓他們來
自西部地區的代表倍感振奮和鼓舞。而從實際情況
來看，縣域是西部大開發的主戰場。但西部地區的
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相比，差異仍然很大
，仍然存在着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總量不大、綜合
競爭力不強等問題。

姜鋒代表建議，一是應該加大對西部縣域城鎮
建設的支持力度，增加西部地區中小城鎮建設用地

指標，適度放寬建設用地指標流轉政策，使大城市
的資金優勢與縣域城鎮的土地資源優勢互補。設立
縣域城鎮建設專項扶持資金，滿足西部地區城鎮化
資金需求。

二是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大對西
部地區縣域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強地方金融事務
和相關政策的協調。引導股份制銀行落戶縣域地區
，鼓勵更多的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和其他新型金融
機構在縣域設點發展。

三是加大對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和對西部區
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支持力度。

本報記者 雷永剛

全國人大代表、大連港集團董事長惠凱近日在
京透露，大連港今年要在長興島、大窰灣、太平灣
全面推進港口建設。其中在太平灣區域實施港城一
體化戰略，建成 「一港、一城、一區」。

惠凱介紹，一港即結合大連港整體搬遷和產業
轉移調整，在太平灣地區建成一個億噸級大港；一
城即在太平灣區域建設一個為港口服務的衛星城市
，一區即要建設一個臨港工業區。太平灣沿海經濟
區是大連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組成和大連港
優化港口布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託，港口
起步區面積34平方公里，投資230億元，建成後吞吐
能力將達億噸以上。

據了解，目前大連市委、市政府已作出舉全市
之力開發建設太平灣沿海經濟區的重大戰略決策，
將按照 「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模式，經過10

年努力，完成投資2000
億元以上，建成吞吐能
力達3億噸的第四代港
口和環渤海地區現代化
臨港新城。

惠凱表示，到2015
年大連太平灣地區將建
成2萬至25萬噸泊位6個
，產業和城市基礎初步
形成。到2022年底，完
成投資2000億元以上，在港口上將建成3億噸大港、
在城市上可承載百萬人口的智慧城市生態格局、生
態網絡骨架全部確立，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00億元以
上，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50億元以上。

本報記者 宋偉

「面對全球能源危機、
環境惡化的世界性難題，打
造綠色礦山，發展清潔能源
，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設 『生態文明』的
迫切需要。」全國人大代表
、山東能源集團董事長、總
經理卜昌森表示，該集團的
發展目標之一就是成為全球

領先的清潔能源及其技術的供應商。
卜昌森說： 「只要技術可行，煤炭完全可以成

為一種清潔能源。」他告訴記者，該集團已經提出
了 「綠煤」戰略，就是從煤炭的開採、選洗、運輸
、轉化、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入手，貫穿綠色發展理
念，採取綠色發展措施，讓黑色的煤炭綠起來。

在卜昌森介紹的 「綠色開採」中，山東能源集
團大力推行以矸換煤、充填開採工藝， 「矸石山」
被作為原料充填到了井下，同時解決了地面沉降問

題。該集團累計以矸換煤超過1300萬噸，消耗矸石
超過1600萬噸。卜昌森還向記者透露，該集團還嘗
試把黃河沉沙通過管道填充到井下，已經取得非常
好的效果，即將在位於黃河流域的菏澤煤礦進行試
點。

在煤炭清潔利用方面，卜昌森提出了三個 「轉
變」：由賣 「粗糧」向賣 「精糧」的轉變、由 「物
理採煤」向 「化學採煤」的轉變、由 「固體煤炭」
向 「液體煤炭」轉變，實現煤炭的綠色清潔使用。

卜昌森說，其實煤炭的生產和利用完全可以 「
低碳起來」。該集團積極建設綠色低碳礦區，建設
了一批瓦斯發電、壓風機及礦井水餘熱利用系統。
集團煤泥綜合利用率達到100%，煤矸石綜合利用
率達到100%以上，礦井水重複利用率達到69%以上
，並實現100%達標排放。形成了具有企業特色的
「產煤不見煤、排矸不提矸、污水不外排、垃圾不

落地」的綠色低碳礦山運營模式。
本報記者 丁春麗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大石橋市青花峪村委
會主任王守彬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認為，解決農
村問題關鍵在於國家應多出台相關扶持政策，變
輸血為造血。他認為， 「不搞小城鎮建設、不搞
工業化，三農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發展農村經濟，關鍵還是要靠發展中小企業
，各種產業並舉，農村才能真正走向良性循環。
王守彬以其所在的青花峪村為例細述，在改革開
放初期，青花峪村的各種農作物都處於高產量，
「儘管把地都種出花兒來了，但是農民還是沒有

富起來。」王守彬笑談道。 「是工業化讓青花峪
村的老百姓真正富了起來。」依靠年銷售額超過
40億元的青花集團，該村1500多口人過上了小康
富足的生活。

除了中央對農村繼
續出台支持政策外，王
守彬還呼籲要加強農民
的文化教育，建好農村
基層組織，採取「獎勤
罰懶」的激勵機制，多
勞多得、少勞少得、不
勞不得，調動廣大農民
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他表示， 「都靠政府吃大鍋
飯，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王守彬認為，農村是篇大文章，小城鎮建設
既解決了城鎮基礎設施投入大的問題，又緩解了
交通問題。便於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方便農村
地區機械化和現代化的推進。 本報記者 宋偉

中國-南亞博覽會
成雲南金字招牌

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長陳敏爾：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遼寧農民代表王守彬：

農村發展靠小城鎮建設

▲王守彬

大連港集團董事長惠凱：

推進大連太平灣港城一體化建設

▲大連港集團董事長
惠凱

山東能源集團董事長卜昌森：

讓黑色的煤炭 「綠」 起來

▲卜昌森

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毅：

讓寧夏老百姓更幸福

「寧夏將進一步加快向西開放的步伐，助推國
家內陸開放戰略深入實施」。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王正偉在兩會
寧夏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對記者如是回答。

去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寧夏內陸開放
型經濟試驗區和銀川綜合保稅區。今年，寧夏將在
構築開放平台，完善便捷通道，培育要素市場，創
新體制改革等方面進行突破。連續成功舉辦三屆並
取得豐碩成果的中阿經貿論壇，已升格為 「中阿博
覽會」，要力爭在今年將中阿博覽會辦成有品牌、
有效益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加快寧夏向西開放的
步伐。

王正偉說，寧夏
還是一個欠發達地區
，仍需要各個方面的
更大支持。希望有關
部委支持寧夏 「兩區
」建設的全面推進，
在土地政策、開展免
稅試點、建立中阿貿
易結算中心、開展第
五航權試點、建立中阿旅遊目的地等方面支持寧夏
先試先行，促進寧夏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

本報記者 田育紅、樊麗莉

▲張毅

陝西代表姜鋒：

冀西部開發側重對縣域經濟扶持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王正偉：

加快向西開放步伐

▲王正偉

▲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省省長李紀恆

本報雲南辦事處主任辛本報雲南辦事處主任辛
民向李紀恆省長提問民向李紀恆省長提問

▲鐵飛燕的形象略帶時
尚又不失莊重

雲南代表鐵飛燕：

傳遞「90後」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