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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入人心，听女代表委员的两会声音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陈炜 陈寒冰 通讯员 刘立平 田必耀
慧心慧眼，慧聚 2019 湖南两会——1 月 29 日、1 月 30 日，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先后在省人民会堂闭幕。
会议召开期间，1400 多名代表、委员汇聚一堂，建言献策。其中，尽快出台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建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
提高贫困户医疗费补偿水平等暖心建议、提案、议案，都是女代表、女委员们以一颗慧心，为女性、为家庭、为民生鼓与呼，可谓“声”
入人心。而今日女报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们，则用一双慧眼，发现、记录着别样视角下的两会风景，同时自拍杆、美颜、抖音齐上阵，
十八般武艺，愿我们报道的女代表、女委员心声能在广大读者面前“声声入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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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出台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
湖南·两会

“家庭教育关系到家庭的和睦
幸福、社会的安定文明和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1 月 29 日，在湖
南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
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由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妇联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王邵刚联合 20 位代
表提交的《关于制定 < 湖南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 > 的议案》经大
会主席团审议通过。
“推动家庭教育立法，不仅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注重’
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和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然要求，也
是解决当前家庭教育突出问题的
代表

迫切需要和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现实
需要。
”1 月 29 日，王邵刚在接受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仍
是薄弱环节，存在着工作体制机制不
够完善、责任主体不清、分工不明，
以及公共服务资源较匮乏、专业人才
不足、指导服务市场比较混乱等突出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立法进
行规范引导和强化保障，使家庭教育
工作有法可依。
据调研，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逐
年上升，部分家长教而不当，
“重智轻
德、重知轻能、重养轻教”等现象在
一定范围内存在，一些家长认为“树
大自然直，人大自然长”
，一些家长对
孩子采取一味打骂、体罚等方式，严
重影响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王邵刚呼吁，加速家庭教育立法
进程已刻不容缓。
据悉，湖南省妇联高度重视家庭
教育工作，并大力整合社会资源。近
年来，省妇联不仅牵头制定并实施《湖
南省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
划（2016-2020 年）
》
， 还 广纳贤 才、
创建全省优秀家庭教育人才信息库，
在全国率先实施“父母成长计划”
，组
建志愿宣讲队进机关、进学校、进社
区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超万场，120
余万名家长和儿童受益。

设立家长学校，当“有资格”的父母

“很多职业都有资格证，但为
人父母这种伟大的职业，谁持证
上岗？”这是湖南省人大代表、益
阳电脑美术职业学校校长王建平

■“数”看政府工作报告

让更多“土专家”
“田秀才”留在乡村

王建平

湖南·两会

彭水平

经常面对学生家长时发出的一问。从
2013 年起，王建平奔走在三湘大地，
为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乡村幼
儿园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巡讲。
今年“两会”
，王建平带来两份建
议。一份是关于在幼儿园、中小学设
立“家长学校”的建议，王建平呼吁
相关部门加大对家庭教育、家长学校
的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政策、
制度的
“杠
杆”作用，出台相关奖惩制度，完善
考评机制，科学合理地引导各教育单
位、教育工作者重视和加大家长学校
建设力度；在另一份《加大政府购买
力度，支持妇联服务家庭教育》的建
议中，她呼吁通过联合购买、委托购
买等方式，支持妇联作为家庭教育服
务购买主体，更好地凝聚、服务、协
调家庭教育工作，有效协调社会力量
参与社会治理。

营主体，
“ 农村不缺 人，
但农村缺懂农业、会经
湖南·两会
营的能人，缺吸引人的
政策”
。
为此，彭水平建议省
委省政府出台系列激励
政策，培训农业绿色发
展人才，同时鼓励新型
职业农民自主提升学历
和素养，其部分学费由
财政负担。
彭水平还建议，国家
出台鼓励离退休人员到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任职，发
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 挥他们“上接天线，下接
湖南省人大代表、湘潭市女农 地气”的优势，指导新型
产品经纪人协会会长彭水平很 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同时，
高兴，
“但也很着急”
。
制定“土专家”
“田秀才”
急啥？彭水平说，乡村振兴 “农村经纪人”认定方案，
的主战场是农村，主力军是农 并将他们优先纳入乡村振
民，主要“作战部队”是新型经 兴人才管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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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琦

针对产业需求，打破“人才瓶颈”
关。
”来自株洲市高新区
的人大代表周琦说，从
湖南·两会
调研来看，现在无论央
企，还是民营企业都抱
怨招人难，
“这里的‘人’
，
不是人力或者劳力，而
是高质量的人才”
。
周琦建议， 对湖南
的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
进行调研摸底，有针对
性 地 加大 培 养 ；同时，
发现 和培 养 有代 表性、
示范性的高职院校，并支
持其申报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鼓励和支持中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 大学、湖南大学等到工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业发达的市州建立分院
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湖南省 或工研院，让更多科技
而言，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是把 资源和人才主动与湖南的
产业的重心往高价值段转移。 产业融合 ；支持有条件
比如，在生产制造环节，由机 的工业发达市州，积极
器替代人；在研发设计环节， 筹建本科以上高等院校，
则集聚大量高素质人才，解决 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
产品的高质量 设计 和技术攻 人才供给保证。

2018 湖南成绩单
2018 年 湖 南 干 得 怎 么
样？翻开省长许达哲在湖南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
表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
告，答案全在里面——
产业发展
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
材料成为万亿产业
千亿工业产业达到 11 个
科技创新
湖南建设创新型省份 获
国家批复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27 项
超级杂交稻百亩示范片平
均亩产再创新高，耐盐碱杂
交稻成功试种
友好往来
新结国际友城 8 对
中国 - 非洲经贸博览会
落户湖南
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获批
新引进 114 家三类 500
强企业产业项目 177 个
扶贫攻坚
全年可实现 131 万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
2491 个 贫困村脱贫出
列
18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交通出行
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
正逐步实现
民生实事
圆满完成 12 件重点民生
实事
改造 农 村危 房 17.8 万
户、城镇棚户区 28.1 万套
开工建设“芙蓉学校”
29 所
投机炒房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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