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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兵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北代表团讨论并发言

强农富农 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本报讯 “
报告既承载了长远的
战略考量， 又体现了进取的时代精
神，是一个开拓创新、求真务实、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是今后我
们做好政府工作的动员令、 路线图、
任务书。 ”3 月 6 日下午，湖北代表团
分组审议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长孙兵作
了发言。
孙兵在发言时说，荆门既是新兴
工业城市，也是农业大市。 我们将认
真贯彻党中央、省精神，围绕“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思路，不断提升“三
农”发展水平，争当湖北乃至全国乡
村振兴的排头兵。 重农务本，国之大
纲、民之福祉。当前，面对部分农村地
区人才短缺、资金流失、产业滞后等
问题， 需要突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需要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需要
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需要转变
原有的工作思路和模式，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久久为功。
孙兵建议，通过实施“一村一品”
产业扶持政策、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
度、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补贴标准等措
施，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可持续稳定脱
贫。针对农业生产面临成本
“地板”和
价格
“天花板”双向挤压、农民持续增
收压力越来越大的现状， 孙兵建议，
要切实解决农民增收渠道不宽的问
题。 一是着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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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荆门大力推广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权能改革，实现了“资源变股权、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但深入推
进改革还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深层
次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政策支
持体系。 二是着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
入。 建议出台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政
策，建立多元的产业体系，形成农工、
农旅、农商、农科、农文等多业态；出
台支持农民就业培训政策，让农民学
得来、用得上。 三是着力增加农民转
移性收入。 提高农业补贴额度，调动
生产积极性。
孙兵还建议，要切实解决城乡资
源要素流通不畅的问题。 一是把“三
乡” 工程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出台相关政策，真正让城镇生产
要素流向农村、现代经济理念引向农
业、市民生活方式影响农民，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 二是加大农村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扶持力度，让广大农民群
众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公共
服务。 三是创新农村金融制度，以创
新农村抵押物为突破口，积极推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创新、农村集
体资产抵押创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抵押创新、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创
新等。 四是破解农村改革制度性障
碍，扩大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的试点范围，
探索农村宅基地同价入市的具体操
（本报记者 章辉 整理）
作办法。

全国人大代表孙兵：
建议将女性产假普遍延长至 6 个月
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
3 月 5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市长孙兵向大会提交了《关
于完善二孩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议》。
孙兵代表认为，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国家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 收到了一定
的政策效果，但政策红利并未完全释放。 以
荆门为例， 全市总人口 302 万，2016 年、
2017 年连续两年出生人口增加， 特别是
2017 年出生 3.01 万人， 出生人口达到近
20 年的峰值。 在孩次构成上，二孩出生增
加明显，2017 年二孩出生 1.44 万人，二孩
率 47.65%，但二孩出生人数比前期预测少
了近 2000 人。 据调查，超过 60%的居民理
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但实际仅有 10%的
家庭生育了二孩。
通过调研分析， 造成适育家庭生育意
愿与生育行为差距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养育成本高。 特别是教育成本、住
房成本持续走高，养育两个孩子负担加重。
二是没精力照顾。 二胎产妇普遍恢复慢，公
共托幼服务体系不完善、功能不健全，家政
育婴服务缺乏有效监管， 家庭同时照顾两
个孩子面临很大压力。三是就业受影响。一
些用人单位不愿招女职工， 女性怀孕生育
后再就业难， 甚至有些用人单位还未完全
落实法定产假等保障制度。
孙兵代表建议， 尽快从国家层面出台

切合群众需求、 满足群众期待的生育配套
政策。一是做优生育全过程服务。 如完善孕
妇产前检查免费政策， 孕期保健不分医院
等级实行全免费； 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 分娩定额补助改为按比例报
销，适当提高报销比例，切实解决“生得起”
的问题。二是做实养育配套服务政策。 一方
面，适当延长女性职工产假。 建议将女性产
假普遍延长至 6 个月， 既保障 6 个月的纯
母乳喂养， 也保障二胎高龄产妇得到较好
恢复。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质量、低成本
的学前教育和幼托服务。 重点加大 0-3 岁
公共托幼服务机构建设， 通过政府补贴等
方式， 鼓励社会力量参办非营利性托幼机
构，明确部门监管职责、行业准入机制、从
业人员资格等；制订完善家政服务标准，促
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同时，逐步将学前教
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三是做好女性劳动保障。 对年度怀孕生育
女职工比重较高的企业， 给予一定政策性
补贴， 解决女性因怀孕生育就业难或造成
（本报记者 章辉 整理）
失业等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自选投注就这六招，你知道吗？
在玩彩中，“自选” 投注就是自主选择
号码进行投注。“自选”投注是电脑福利彩
票的魅力所在，体现了电脑彩票的趣味性、
参与性及主动性。 其中，有几种自选投注的
方法最被彩民所用。
排除法

通过观察号码走势图， 排列出每个号
码出现的频率， 在此期间排除掉某些可能
性极小的号码， 比如一些过热或极冷的号
码。
连码法

连码就是连在一起的号码。 纵观往期
的中奖号码，单连码的出现概率较高，而三

连号、四连号甚至五连号也是时常出现。 如
果在选择号码的时候，准确地把握住连号，
将会大大提高中奖的概率与机会。

势图， 就会发现每期的中奖号码都会有冷
有热，因此，在选择号码的时候最好冷热结
合，灵活运用。

重复号码法

守株待兔法

重复号码就是这期开出， 下期又再现
的号码，是所有玩法中最常出现的现象，有
的号码甚至会接连开出四五期之多。 可见，
在上一期的中奖号码中， 再次选择一至两
个号码是至关重要的。

选好号码之后，每期重复投注，持之以
恒，多期未中也绝不气馁，坚守再坚守，等着
被中奖号码撞中的时刻，大奖迟早会到来。

冷热搭配法

在号码走势图中，在彩民的概念里，热
码就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号码， 而冷码就
是相对出现频率较低的号码。 仔细观看走

逆向思维法

逆向思维，就是在选择号码的时候，将
自己最为看好的号码选上几注后， 再把那
些自己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码也选上几
注， 这样全方位投注往往会有极大的中奖
把握。
( 福彩）

狗年福彩送大礼 湖北福彩快 3 3000 万元大派送
春节最爱抢红包，福彩红包才够大。 笔
者近日从省福彩中心获悉，从 2 月 22 日（大
年初七）开始，省福彩中心动用快 3 游戏调
节基金 3000 万元，开展新春送福派奖活动，
派奖奖金派送完毕，次日停止。
此次发出 3000 万元的“
派奖红包”，目
的是回馈广大爱心彩民对“快 3”游戏的关
爱与支持。
派奖期间，三同号单选单注奖金由 240

元增加至 288 元； 二同号单选单注奖金由
80 元增加至 96 元；三不同号单选单注奖金
由 40 元增加至 48 元。
福彩快 3 游戏以返奖高、选号少、开奖
快、趣味多、中奖易等诸多优点，深受我省彩
民的追捧和喜爱。 3000 万元大派奖期间的
返奖率会更高，能够让彩民在献出爱心的同
时，获得更为丰厚的奖金。
（湖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