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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委员建言献策 代市长点赞回应
荆门晚报记者 汪兵洋 通讯员 吕婧
昨日上午，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大会，13 名市政协委员
分别代表市有关民主党派、 工商联、
人民团体、市政协界别、县市区政协
及委员个人，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建言献策。 出席会议的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孙兵现场点赞并一一
回应。

对接湖北自贸区
打造开放新高地
发言人： 余大庆 （市综合考评办主

厚植新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打造全省区域性增长极
发言单位：荆门市工商业联合会
发言人：梁正友（市工商业联合会副
会长）
新民营经济是荆门加快建成湖北区
域性增长极的硬支撑， 也是创富惠民的
主渠道。 我们必须厚植新民营经济发展
沃土，促进新民营经济跨越发展。 这需要
荆门着力营造良好氛围， 推进民营经济
转型升级，着力加强指导服务，提升管理
水平，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学习运用现代
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学
习现代科学技术、企业战略规划、行业发
展趋势等知识。

任）
奋力建设湖北区域性增长极， 我们
必须紧扣这一目标， 主动对接湖北自贸
区，借势借力，借船出海。 建议：以加强互
动合作为抓手，全力推进机制对接。 我市
应尽快全面与省直相关部门建立相应的
联系机制， 加快出台荆门对接湖北自贸
区具体工作方案。 以推动转型升级为重
点，精准开展产业对接。 以打造保税物流
中心（Ｂ 型）为依托，着力推进政策对接。
以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为基础， 快速实施
物流对接。

让二孩政策
“红包”有人抢
发言单位：政协东宝区委员会
发言人：黄胜（东宝区政协副主席）
为推动“全面二孩”政策更好地贯彻
落实，建议多措并举，尽可能地为生育二
孩提供一个宽松、有利的环境，让更多群
众愿意抢二孩政策“红包”。 如做好二孩
政策宣传，解决“
想生育”问题。 做实生育
免费服务，解决“
生得起”问题。 做细成长
配套政策，解决“养得好”问题。 做优女性
产后保障，解决
“再就业”问题。

以市民下乡带动“三乡工程”
以“三乡工程”撬动乡村振兴
发言人：曾金花（漳河新区卫生计生
局局长）
以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为
主要内涵的“三乡工程”正在架起一座城
乡要素资源互联互通的桥梁， 以市民下
乡带动“三乡工程”，以“三乡工程”撬动
乡村振兴，既是宏大的战略选择，又是具
体的策略推进。 为此，我们建议开启绿色
通道， 让市民下乡有奔头； 放大政策红
包，让市民下乡有甜头；打好特色牌，让
市民下乡有劲头。 盘活农民和村集体的
资产，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全面小康 文化要跟上
多方发力 演好“大合唱”
发言单位：市政协文化艺术界别
发言人：蔡万伦（市文体新广局副局
长）
决胜全面小康，离不开文化小康，荆
门文化小康短板亟待补齐。 建议：建设文
化小康要“高位定调”，将文化小康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 建设文化小康要补齐产
业短板， 要坚持普惠共享， 要有财政保
障。

让青春在创新创业中
绽放光彩
发言单位：共青团荆门市委员会
发言人：张龙（共青团荆门市委会书

生产了占全省 19%的危险废物， 到 2020
年， 我市还将面临生活垃圾无处可埋、垃
圾围城的困境。 建议：以产业思维谋划产
废和处废产业发展，是变废为宝、化被动
为主动的有效途径。 规范前端固体废弃物
分类实施，提升末端处置技术水准。 主动
加强舆论引导，树立科学导向。

抢占先机
打造新能源汽车特色小镇
发言单位：民进荆门市委员会
发言人：马斌（荆门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建议将团林镇提档升级，打造为新能
源汽车特色小镇。 为此，应加强政策引导，
高位推进，将团林新能源汽车特色小镇作
为
“
荆门新能源汽车之都”的重要支撑，纳
入全市重点工程。 探索新能源汽车
“
制造
+ 体验 + 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支持新能
源汽车企业体验式宣传，以销促产。 加快
建立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售后服务、动
力电池梯级利用与回收服务体系，创新车
辆生产、销售、租赁、共享形式，把荆门打
造成全国新能源汽车应用示范区。

记）
创新创业，青年先行。 当前创业青年
中普遍存在的“三盼”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盼“双创”培训精而准，二盼政策落地
快而实，三盼项目融资简而活。 建议针对
“三盼”出“三招”：打造紧扣创客需求的
培训链条，突破创新创业经验不足瓶颈；
构建简便高效政策支持体系， 突破政策
落地到位难瓶颈； 开辟青年创业融资绿
色通道，突破融资手续繁、成本高瓶颈。

大力发展现代职教
构筑优质人力之
“
巢”
发言单位：民盟荆门市委员会
发言人：李培金（东宝区农村经营管
理局局长）
实现荆门转型发展， 纵深推进招商
引资，亟需大力发展现代职教，构筑人力
资源之“巢”，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竞争
力。 为此，荆门可从以下几方面作为：建
设职业教育园区，促进资源共享。 搭建校
企联合平台，推动产教融合。 建立职业培
训超市，强化技能培训。 打造“
荆门职教”
品牌，吸引人才汇聚。

“四水”共进“
四龙”盘城
为荆门城市增添灵韵

乡村振兴
呼唤青年农民回归
发言人：张方文（市粮食局副局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 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呼唤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青年回归。 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
农业副业化等“三农”困境和亲情乡情呼
唤他们回归。 为此，建议通过改善政策环
境引导回归：深化政策集成，让青年农民
愿意回。 优化政府服务，让青年农民立得
住。 强化基础支撑，让青年农民能致富。
吸引并培育青年人才， 让他们愿意扎根
在农业农村这块热土上。

城市管理
面临新挑战呼唤新作为
发言单位：民建荆门市委员会
发言人：龚良群（荆门市房产管理局
住房保障中心主任）
通过创新城市管理机制， 荆门越来
越美，但还有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站
在新起点上，这需要城市管理有新作为。
我们认为要抓好以下四点：凝聚“政府、
社会、市民”三方力量，着力建设活力新
城。 统筹空间、产业、规模三大结构，着力
建设美丽新城。 推进“秩序、环境、形象”
改革、发
三大提升，建设文明新城。 坚持“
展、稳定”三个促进，建设和谐新城，使我
们这座城市有风度更有温度。

发言人：钟涛（荆门晚报传媒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荆门中心城区水系不足、 水资源稀
缺、水景观匮乏，是当前荆门城市发展不
建设特色小镇
容绕开的话题。 荆门拥有汉江水系、漳河
培育发展新动能
水系、 竹皮河水系、 长湖水系四条“水
龙”，将其引入中心城区，形成“四龙”盘
发言单位：九三学社荆门市委员会
城格局，将极大地改善中心城区水环境，
发言人：张贵平（市农机管理局副局长）
增添城市灵韵。 为此建议：引水进城聚满
深入贯彻实施党 的 十 九 大 提 出 的
水，以水立城秀起来。 连通水系通活水， “乡村振兴战略”，荆门市委、市政府部署
以水兴城活起来。 多水共管治污水，以水 培育一批特色小镇，是一项重大决策。 为
清城靓起来。 全民爱水亲近水，以水润城 此，我们建议组建专班运作，将特色小镇
乐起来，让荆门城市充满灵动活力。
建设纳入全市重点督办事项， 聘请国内
顶级的行业领军人才帮助策划包装，加
强顶层设计。 擦亮亲水小镇、“御膳小
加强固废管理
镇”、农耕小镇、楚文化古驿道风情小镇、
建设美丽荆门
花海小镇五张名片， 串成特色旅游观光
发言单位：农工党荆门市委员会
走廊。 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主导，全方位
发言人：彭艳（沙洋县政府副县长）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打造“互联网
2016 年，我市以占全省 4.7%的 GDP +”信息平台，融合式发展。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孙兵回应：

充分消化吸收
转化智力成果
13 位委员围绕事关荆门改革发展的重大
课题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畅抒己见、
咨政建言， 提出了很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和建
议。 此外，还有 11 篇书面发言，也很有见地、
很有深度。
一是站位高，把握了新时代发展的脉搏。
余大庆委员关于“对接湖北自贸区，打造开放
新高地”的发言，提出了“四个对接”的建议，
很有前瞻性。 我们将认真研究， 进一步加大
“引进来”与“走出去”力度，进一步加快荆门
国际内陆港等大平台、大通道、大通关建设，
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曾金花委员关
于“以市民下乡带动‘三乡工程’，以‘三乡工
程’撬动乡村振兴”的发言、张方文委员关于
“乡村振兴呼唤青年农民回归”的发言，都高
度契合党的十九大关于“三农” 工作的新要
求，我们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努力使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使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张
龙委员关于“让青春在创新创业中绽放光彩”
的发言，切中了青年创业中的难点、痛点、堵
点，开出了具有建设性的“
三招”。 我们将按照
“创业之初做保姆、发展之中配导师、成功之
后当保安”的要求，努力营造创新创业的“温
暖气候”，厚植创新创业的
“
肥沃土壤”。
二是选题准，切中了荆门发展的短板。 梁
正友委员提出“厚植新民营经济发展沃土，打
造全省区域性增长极”，我们将大力实施“名
家、名企、名品”培育工程，不断壮大新民营经
济规模， 努力让荆门成为新民营经济发展的
先行区、集聚区和示范区。 针对产业竞争力不
强的短板，马斌委员提出“抢占先机着力打造
新能源汽车特色小镇”的建议等，对加快我市
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和“通
用航空新城”两张产业名片，具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我们将加快构建新能源汽车和通用航
空全产业链，突破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针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对滞后的短板， 张贵平
委员提出了“建设特色小镇， 培育发展新动
能”的建议，我们将按照“三生”融合、产城融
合的要求，加快推进漳河爱飞客小镇、石牌豆
腐小镇、大柴湖花卉小镇、孙桥对节白蜡艺术
小镇、太子森林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 针对城
市能级不高、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亟待提升的
短板，龚良群委员提出“荆门城市管理面临新
挑战呼唤新作为”，钟涛委员提出“
‘四水’共
进，‘四龙’盘城，为荆门城市增添灵韵”……
这些真知灼见，我们将认真吸纳。
三是建言实， 传递了社情民意和群众期
盼。 李培金委员关于“大力发展现代职教，构
筑优质人力之‘巢’”的发言等建议，反映了当
前人力资源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
矛盾。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加强
产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区域
性人才高地。 彭艳委员关于加强固废管理等
建议， 都反映了备受群众关注的生态环境治
理问题。 我们将把这些建议吸纳到美丽荆门
建设的实践中去，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十
大工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黄胜委员反
映的群众对“二孩”抚养成本、生育风险、公共
服务保障、权益维护上的四点顾虑，是我们下
一步工作努力的方向。 我们将健全与生育政
策衔接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服务， 推动计划生
育转型发展。 蔡万伦委员提出的“全面小康，
文化要跟上”的建议等，反映了群众对文化小
康的期盼。 我们将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荆门文化软
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