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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围绕职教、老龄化等建言献策

以能力和实操为导向，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2022年3月8日 星期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杜亚慧 杨璐 刘云鹤 发自北京

呼吁职教高考
也可进清华交大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
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在回答关于
职业教育的问题时表示，职业教
育必须摆脱相对狭窄的困境，既
要教做事也要教做人，既要学知
识也要学技能，让学生“既有学
头，又有盼头，还有奔头”。

胡卫认为，提升职业教育地
位，当务之急是破除体制障碍。一
是要横向融通，要实现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专业教育的贯通，为学
生发展搭建平台。二是纵向畅通，
要打通断头路，畅通职业教育的
升学渠道，特别是以能力和实操
为导向，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使其
成为职业本科、职业专科招生的
主渠道。“不排除像清华、交大这
样的名校的技术技能专业，也可
以通过职教高考遴选学生。”

此外，让职教毕业生在就业、
落户、薪酬待遇等方面享受和普
通学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也很重
要。胡卫认为，如此才能扭转对职
业教育的认知，缓解家长焦虑。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主任黄改荣委员则分享了自己眼
中的“老龄观”。她认为，老年人身
上有丰富的知识和资源，在许多
方面依然具有优势。所以老年人
自身要有乐观的心态，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而社会也应该积极地
看待老年人，创造条件，帮助他们
实现老有所为。在大家的共同参
与和努力下，没病痛、不孤独、有
乐趣的老年生活一定是幸福的，

她说，我认为人人参与就是积极
的老龄观。

尊重国歌、国旗是每一位
公民的基本责任

本场“委员通道”，三位分别
来自港、澳地区和台联的全国政
协委员亮相。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国
旗和国歌代表了我们国家，是我
们国家的象征，希望香港所有的
学校以及我们以后推广的所有青
少年活动、爱国主义活动要更重
视国歌和国旗的教育，而且要从
娃娃抓起，尊重国歌、国旗是每一
位公民的基本责任。

“香港现在疫情形势非常严
峻，感谢中央、全国人民，尤其是前
往香港的医疗人员、工作人员、专
家们，在我们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给予我们大力的帮助。”霍启
刚欠身致谢，“香港内地本是一家
人，血浓于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没有什么困难是跨不过去的。”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吴志良委员则表示，澳门一向与内
地血脉相连，守望相助，始终与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回家22年，是澳
门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
最大的时期，也是澳门居民共享伟
大祖国尊严和荣耀感最强的时
期。我相信有爱国爱澳教育，有国
家认同，澳门一定会更好地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台湾青年在大陆
发展得很好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台湾
同胞联谊会会长江尔雄分享了台

湾青年积极把握祖国发展大势，
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程中来的体会。

“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得很
好，未来会更好。”江尔雄向记者们
讲述了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台湾青
年的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
这名青年还在台湾读本科，他读的
是体育教育专业，当时他就在想，
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参与祖国的重
大体育赛事就好了。

这次北京冬奥会他的梦想成
真了，他如愿成了一名志愿者，在
北京紫竹院公园的门口宣传冬
奥。他还组织参与了50名的台籍
大学生到延庆体验滑雪。“他说三
亿中国人上冰雪，台湾同胞没有
缺席。”江尔雄说。

江尔雄表示，光是在福建，台
青就已经超过4万人，两岸青年手
拉着手，心连着心。在校园里他们
是同桌的你，在职场上他们是伙
伴、队友，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成为
爱人眷侣，他们就像涓涓细流汇
聚起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滚滚浪
潮，势不可当。

“在这里我想对两岸青年说，
当今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祖国永远是台
湾青年坚强的后盾，祖国也需
要两岸青年来共同建设。”江尔
雄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
的，两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
友爱、携手打拼。我们热忱欢迎
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
梦、圆梦。”

今年全国人代会的一项
重要议程，是审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修正草案）》。这
是继去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修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
后，又一部提交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关于
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的基
本法律。

作为地方人大、地
方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
度基本法律，地方组织
法修正草案有哪些看
点？

看点一：规范地方
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
作机构设置

修正草案明确，省、
设区的市两级人大根据
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
委员会；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
大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等专门委员会。

“实际工作中，一些
地方特别是县级人大的
专委会设立不够统一，
在法制建设、财政预算、
经济运行等专业领域实
施监督过程中存在一定专业
能力短板，对地方人大履行职
权、上下级人大工作对接等造
成一定影响。”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开封市委书记高建军
表示，规范地方人大专委会建
设，可以提升地方人大在专业
领域的监督能力和监督质效，
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地方
治理效能。

看点二：完善乡镇街道基
层公共管理等职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
石。与现行法律相比，地方组织
法修正草案增加乡、民族乡、镇
人大监督本级预算的执行，审查
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
查和批准本级决算等职权。

近年来，街道办事处承担
了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功能，
但现行法律并未对其职权作

出明确规定。对此，修正草案
规定：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
办理派出它的人民政府交办

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等工作，依法
履行综合管理、统筹协
调、应急处置和行政执
法等职责，反映居民的
意见和要求。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政府和街
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建立居民列席有关
会议的制度。

看点三：对地方人
大和政府依法履职作出
具体要求

地方组织法修正草
案的另一大亮点，是对
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依
法履职作出具体要求。

修正草案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
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一
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
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则，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
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
施。同时，明确了建设法
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廉
洁政府、诚信政府等原
则要求。

比如，根据修正草
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制定规范性文
件，应当经过评估论证、

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
集体审议决定等程序，按照法
定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并向
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看点四：补充完善地方政
府的组织和工作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组织
法修正草案对地方政府的组
织和工作机制作出一定补充
完善。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根据工作需要和优化协同
高效以及精干的原则，设立必
要的工作部门；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实际需
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
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
据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
可以建立跨部门指挥协调机
制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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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上午，全
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
议开启第二场“委员
通道”，邀请八位全国
政协委员接受媒体记
者网络视频采访。职
业教育和老龄化等民
生热点，以及台港澳
话题是本场“委员通
道”的重点。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诈骗
和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提高群众
识别各类诈骗手段和辨别毒品的
能力，营造良好的防诈骗、禁毒宣
传氛围。近期，聊城市东昌府区梁
水镇政府利用宣传推广“国家反诈
App”工作这一契机，大力开展禁毒
宣传工作。

自东昌府区开展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工作以来，梁
水镇在宣传推广“国家反诈App”注
册的同时，通过走村入户的工作方
式进行禁毒工作宣传，向辖区居民
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毒品对个人、
家庭及社会的危害，活动过程中共
发放防诈骗、防毒品等宣传页2万
余份，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自
我防范意识，在全镇营造了良好的
禁毒和防诈骗宣传氛围。(苏玉敏)

东昌府区梁水镇
“双管齐下”宣传禁毒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
龙鼎大道两侧山体范围内散埋
坟墓和传统墓葬点开展治理，公
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1、治理范围：历下区龙洞街
道辖区范围内的原龙洞村、孟家
村、中井村、西蒋峪村、老石沟
村、下井家委会区域。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下井家属委员会：
叶茂生 18678829519
龙洞庄经济合作社：
刘元振 15853198239
中井庄经济合作社：
王思明 (0531)88953265
孟家庄经济合作社：
姬广荣 (0531)88927709
西蒋峪经济合作社：

韩花忠 (0531)82380578
老石沟经济合作社：
韩朝军 (0531)62332798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散埋坟

墓墓主家属，在公告期内(公告
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2年6
月21日)，工作日时间与上述对
应人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
相关安葬证明材料办理登记，逾
期未登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
结合实地进行绿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下井家属委员会
龙洞庄经济合作社
孟家庄经济合作社
中井庄经济合作社
西蒋峪经济合作社
老石沟经济合作社
2021年12月21日

为改善我区的道路交通环境，
现需对荣乌高速连接线(G340东子
线至河口利津界)路段施工改造。为
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需对该路段
实行全封闭施工，预计封路时间为
2022年3月15日至2022年7月15日，
如遇不可抗力原因封路时间相应
顺延。封路期间所封闭的道路禁止
车辆和行人出入，过往车辆建议绕
行G340、新盐路路段。

特此公告。

东营市河口区交通运输局
2022年3月8日

绕行路段示意图

绕行路线：建议绕
行G340、新盐路

关于荣乌高速
连接线封路公告

青春不毒行 武城

禁毒“3 . 5学雷锋日”
禁毒宣传进校园
3月4日，武城禁毒大队走进

县第二中学开展“学雷锋集中服

务”活动“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

活动，为中学生们上了一堂精彩

的禁毒宣传教育课，让生活美融

入校园。活动中，民警为学校师生

作了禁毒知识讲座，从毒品的种

类、危害及中学生如何预防毒品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

使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毒品对个

人、家庭、社会的危害，增强了大

家远离毒品的决心，并结合毒品

犯罪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我国

法律关于毒品违法犯罪的规定，引

导师生们远离毒品，并号召广大师

生自觉抵御毒品诱惑，积极参与

到禁毒斗争中来。吴金华 王丽玲

全国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第二场“委员

通道”采访活动在人民

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

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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