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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会

·委员通道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6名委员亮相发言

通过互联网把专业护理送到家庭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庞泽欣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奚慧颖 韩春华 庞泽欣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1月 14日下午，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来自农业界、经济界、特邀界、台联界、医药卫生界

的 6名政协委员相继亮相发言。 其中，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成守珍建议，通过互联网把专业

的护理送到家庭，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站积极参与“互联网 +护理服务”。

首位发言的是特邀澳门委员、澳

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马志达。

“我是一个在澳门长大的澳门人。去年，

我参加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

感受到了澳门对祖国的热情。在这20年

里，澳门在社会、经济、民生都有很大的

进步。”马志达认为，今天是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的最好时机，唯有厚植爱国主义

精神，才能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马志达建议， 要帮助港澳爱国青

年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国家的历史。“我

们都是中华儿女，中国的历史，就是我

们的历史。‘一国两制’是我们的爱国同

胞， 为我们

辛 苦 创 造

的， 它取得

了世界瞩目

的成就。 只

有更好地学

习‘一国两制’，才能利用好一国之本去

发展湾区。 ”他说。

此外，他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大湾区

爱国教育资源， 要用年轻人喜欢的形

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融入湾区。要帮

助港澳爱国青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

梦想，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关注大湾区

建议帮助港澳爱国青年融入大湾区

省政协委员、 东莞市圣茵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世明说：“农业要

发展，乡村要振兴，迫切需要培养一批

有情怀有智慧有担当的当家人。 ”

周世明认为，做强广东农业，首先

需要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带头人成为技

术骨干，他们“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愿意扎根农村创业，如果

在政府推动和政策扶持下， 那就很快

会发挥头羊作用。 建议鼓励各地举办

“回乡行动”， 吸引更多高校学生利用

寒暑假、实习期回到农村，参与到乡村

振兴工作中来。 各地政府应该出台在

农村就业创

业毕业生和

退伍军人的

优惠政策 ，

为他们解决

住房、 子女

教育等问题。 其次，需培育新时代乡贤

文化。 要鼓励公务员、教师、文艺类人

才退休后回到家乡、 到农村去支援乡

村工作。第三要培养乡村治理能手。乡

村治理不仅仅只是解决“脏乱差”问

题，更要推动解决农村产业发展、生态

保护、公共服务等多方面问题。

关注农业

建议培养一批农村“当家人”

最近很火的“区块链”“供应链金

融”到底是啥？ 省政协委员、深圳金雅

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仕坤打

了个比方：“以男女谈恋爱为例， 建立

一个简单的区块链模型， 所有适龄男

女谈恋爱，晒朋友圈、秀恩爱、结婚等

等全过程都被展示， 并被其他所有适

婚男女所知，这就是区块链的应用。 如

果有人背叛誓言， 不要以为删除照片

就有用， 因为全部细节都被所有适婚

男女记录在案， 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对

象了。 不可删除，不可更改，这就是区

块链技术。 ”

“供应链金融”就是通过资金的作

用，使采购原料、生产制造，再到成品

销售到消费者手中， 整个供应链更加

有效、健康的运转。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

到供应链金融领域， 解决了信任传递

的问题，实现最大化降本、增效，有助

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

题， 从而更

好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黄仕坤

建议， 广东

要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产

业大省和中

小微企业聚集地的优势， 加快推进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金融。 一是推

动市场对“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认

可，建议以政府为主体，多方合力推动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发展。二是尽快

制定“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发展规划，

建议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制定广东

省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金融发展

规划，制定技术标准和要求，帮助中小

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是

推进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融

合。

关注“区块链”

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金融

对于“你觉得广州好还是深圳

好？ ”省政协委员、新世界中国地产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黄少媚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我认为广州、 深圳的关系存

在三个特点：第一，两地虽拥有不同的

产业发展方向，但在行业、企业之间，

更明显的还是市场竞争关系。 第二，广

州、 深圳同处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

程，面临着土地资源不足问题。 第三，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的城市多、地域广，

人口结构复杂，文化认知存在差异。 ”

因此， 她认为广深需要加强新型

文化引领力，推动大湾区情感共融。 她

建议，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能动性，增

强行业企业交流。 鼓励协会、商会等民

间性组织充分发挥在服务、沟通、协调

等方面的独

特优势 ，在

政府和企业

之间搭建合

作良好的桥

梁，实现省、

市行业企业

之 间 的 联

动，为跨城市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对话、

交流、合作机会。 同时，打造大湾区特

色文化， 增强三地文化认同和情感共

鸣。 建议以岭南文化为基础，充分利用

港澳文化资源的国际化优势， 合力举

办湾区标志性文化、体育、旅游盛事，

打造湾区“文化硅谷”，促进湾区城市

群和谐发展。

关注广深交流

广深需要加强新型文化引领力

现在，网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痛快“买买买”的背后，是海量快递

包装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省

政协委员、 珠海市环保局行政审批服

务科科长容锦认为：“我们必须行动起

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都有

义务和责任减少快递带来的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问题。 解决快递包装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核心在于使用绿色

包装，绿色包装与现有传统包装相比，

具有减量化、可回收、易降解、无毒害

和污染的特点， 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

对此，他建议：一是要制定绿色快

递包装强制性标准和绿色包装产品指

导目录， 为推进快递包装污染治理提

供 制 度 保

障。 二是打

通绿色供应

链条， 扶持

包装品企业

对绿色包装

的研发、生

产、 使用和

推广， 逐步形成和扩大广东省绿色包

装产能规模。 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开展试点示范建设。 对使用绿色包装

材料、 回收利用率达到一定比例的快

递企业给予适度税收优惠、奖励、补贴

等扶持措施。 选取深圳、广州等发达城

市开展试点， 政企联合推动建设快递

绿色包装示范城市。

关注快递包装

建议建设快递绿色包装示范城市

省政协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护理部主任成守珍认为， 通过互

联网把专业的护理送到家庭， 这既是

老百姓对家庭护理的迫切需求， 也是

践行国家健康战略、深化分级诊疗、解

决居家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成守珍建议， 鼓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护理站积极参与“互联网+护理

服务”。 实行标准化管理，明确服务项

目标准，服务人员标准、实行全过程统

一管理，严格筛选、专业培训、逐层把

关，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同时，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使用信

息技术如人脸识别技术对护士患身份

信息进行核对， 对服务的可靠性进行

综合评估，加强护患双方安全防范。 监

控上门服务过程， 实现网约护理全程

留痕， 网络

一健报警 、

一健呼救 、

一健保险。

此 外 ，

建立价格与

支付保障机

制。 综合考

虑成本、风

险、技术和劳务报酬等因素，结合政府

定价、行业定价、市场定价等多种途径

尽快出台价格标准与支付方式。 让医

疗机构收取放心，百姓支付放心。 吸引

更多护士练就专业本领， 拓展专业领

域，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 同时，充分

发挥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 将“互联

网+护理服务”纳入保障范围。

关注社区养老

建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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