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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近期，中央各
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署 2020 年工作，其间
透露出诸多民生领域的重要安排。

【扶贫】重点支持深度扶贫地区，建立健
全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2020 年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将继续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重点支持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继续加快实施“三区三
州”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全面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问题，完成剩余贫困人口和贫困县的
脱贫摘帽任务。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
动态帮扶机制。

住建部表示，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确保脱贫攻坚需改造的135.2万户危房
2020年全部竣工。

水利部表示，2020年把全面解决贫困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作为水利扶贫头号工程，紧
盯剩余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建立台账，重点督战，确保2020年6
月底前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部解决。

【环保】狠抓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生态环境部 2020 年将全面完成《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狠抓
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积极稳妥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持续整
治“散乱污”企业，深入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
理。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深化“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住建部将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46个重点城市要实现2020年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目标。加大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力度，确保 2020 年底前地
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90%以
上。

【医疗】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试点，扎实做好“一老一小”照护服务和妇幼
保健工作

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持续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革完善疾控体
系，规范医联体建设和管理，推进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扎
实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

国家卫健委表示，会扎实做好“一老一
小”照护服务和妇幼保健工作。构建支持家
庭生育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发展多种形
式的托育服务。探索建立失能老年人长期
照护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早期、系统、专
业、连续的康复医疗服务。

【养老】出台发展老年用品产业政策，完
成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民政部表示，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
关工作，针对养老服务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堵
点制定督促落实的政策措施。推进养老服
务市场化改革，制定老年人能力与需求综合
评估标准，出台发展老年用品产业政策，开
展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行动，开展养老服
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完成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建好用好各类养老服务设
施，健全辐射社区和家庭的养老服务网络，
不断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教育】全面清理规范针对教师的检查
评比，加快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

针对教师对学生不敢管、不善管的问
题，教育部将抓紧出台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
规则，编制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指导手册，
明确教师进行教育惩戒的权限、范围、程序。

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方面，推动地
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提标扩面，引导教师安
心从教。全面清理和规范针对教师的各类
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各类社会性事务进
校园，各种报表填写，抽调借用教师等行为。

2020年，教育部将继续扩充教育资源、
加快学位供给，加快消除普通高中“大班
额”。切实提高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
购买服务随迁子女比例，以解决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上学难题。

【就业创业】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再延一年，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全面落实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等扶持政
策。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再延续实施一年。

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

重，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积极促进
失业人员再就业，落实常住地失业登记制
度，及时将失业人员纳入就业创业服务和政
策扶持范围。加强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
施就业重点群体专项职业培训行动计划。
加大对重点群体创业扶持力度，强化创业服
务功能。

【社保】继续抓好社保降费，完善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

2020 年，人社部将进一步巩固降费成
果，继续抓好降费工作的落实。持续推进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实施并完善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加大调剂力度，对基金收支困难
省份给予更多支持。全面推进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加快推进全国统筹。构建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持续推进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加强对社会
保险基金监管。

【社会救助】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关
注特殊群体养育和保障服务

民政部表示，2020 年将深化农村低保
专项治理，动态保持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或高
于扶贫标准，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范围。对特困人员、孤弃儿童、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等特殊群体，全面落实相关养育和保
障服务政策，确保应养尽养。对生活困难残
疾人和重度残疾人，要全面落实两项补贴政
策，做到应补尽补。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
女、老年人，全面落实关爱服务政策，确保应
帮尽帮。加快制修订有关民政法律法规，完
善社会救助、特殊困难残疾人服务补贴。

【住房保障】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做
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住建部表示，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
障工作力度，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强化
对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的精准保障。
在解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上，培育和
发展租赁住房。进一步培育机构化、规模化
租赁企业，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住房
租赁管理服务平台。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
住房，探索政策性租赁住房的规范标准和运
行机制。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总结
推广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做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消费】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
商务部将在 2020 年促进消费稳定增

长，提升城市消费，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扩
大乡村消费，推进电商进农村，完善城乡物
流配送体系。在汽车行业领域，从汽车流通
全链条着眼，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在二
手车方面，抓紧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
法》。在报废机动车方面，抓紧出台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猪肉供应】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
接近常年水平

生猪稳产保供直接关系百姓餐桌。农
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把生猪稳产保供作为农业工作的
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细，确保 2020 年年底
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

【交通运输】推动交通一卡通全国通用，
拓展ETC服务功能

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加
强政策、资金支持，积极推动各省交通运输
部门将建制村通客车工作纳入政府脱贫攻
坚考核指标体系，确保今年9月底前实现具
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客车的目标。推动
交通一卡通全国通用和便捷应用。加快拓
展ETC的服务功能和应用场景，实现机场、
火车站、客运站、港口码头等大型交通场站
停车场景ETC服务。

【应急】开展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
和高层建筑安全提升行动计划

应急管理部表示，将紧盯危化品、煤矿、
非煤矿山、消防等行业领域强化重点管控，
深入组织开展危化品本质安全三年提升行
动、煤矿企业“一通三防”为重点的专项执法
检查、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高层建
筑安全提升行动计划，以及工贸企业污水处
理设施和粉尘防爆专项治理、建筑施工和城
镇燃气安全治理，持续深化烟花爆竹、油气
输送管道、民航、铁路、轨道交通等重点行业
领域隐患排查治理。

经历挣扎经历挣扎
父母决定捐献已故孩子器官父母决定捐献已故孩子器官

1 月 17 日小年当天，满玉昂的妈妈白
春爱和爸爸满春志按照习俗买了一些肉
馅，准备包饺子吃个团圆饭。实际上，这一
天也是已故的“天使男孩”满玉昂的生日。

2019 年9 月11 日上午，满春志家的客
厅突然坍塌，他和儿子满玉昂以及带着孩
子来玩的邻居均被埋压在废墟中，大家先
后被救出后，一岁零八个月的满玉昂伤情
最重，并且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在医院确
认脑死亡23天后，最终无法挽回生命。

满春志告诉记者，为孩子治病期间，他
和爱人在医院内听了不少等待移植手术患
者的经历，如果无法及时找到合适的供体
进行器官移植，患者只能在等待中离去。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经历了
不舍和挣扎，满春志和白春爱决定捐献儿子所
有能够利用的器官，以此挽救更多的生命。

内心温暖内心温暖
““受捐孩子叫了一声白妈妈受捐孩子叫了一声白妈妈””

“满玉昂的两个眼角膜都被成功移植，
又为两个孩子带去了光明。”白春爱告诉记
者，加上此前的心脏、肝脏、双肾等被成功
移植，儿子满玉昂共为6个孩子带去了生命
的希望，“前几天，医生告诉我们，满玉昂生
前是个健康的孩子，器官移植手术都很成
功，我很欣慰。”

来自河南的小女孩苗苗（化名）患有严
重的暴发性心肌炎，曾挣扎在生死边缘。幸
运的是，满玉昂和苗苗在血型、年龄、体重等
方面均较为近似，满玉昂的心脏对苗苗来说
是一个极其珍贵又可遇不可求的“礼物”。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知道满玉昂

捐献器官一事深受触动，听说白春爱希望
能听到儿子的心脏在另一个人身体内跳动
的声音，于是抽出时间赶到医院提供帮助，
最终让白春爱实现了这个愿望。白春爱
说，她知道国际上所说的器官捐献“双盲原
则”，但见面是供捐双方家属共同的愿望。

2019年12月30日，白春爱和满春志前
往河南洛阳办事期间，趁机来到焦作看望苗
苗。“当时我送给她一个拍摄视频用的帽子，
苗苗很喜欢，一口一个‘白妈妈’地叫着……”
白春爱说，“听到孩子叫了一声‘白妈妈’，那
一刻我的心里很温暖。”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父母入选父母入选““通州榜样通州榜样””特别奖特别奖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以及满
玉昂家人处获悉，1月17日上午，通州区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贾立军、马驹桥镇副镇
长王珍以及爱心企业家朱永斌等人一起来
到马驹桥镇西田阳村，看望“天使男孩”的
父母满春志、白春爱夫妇。

通州区红十字会为满玉昂家送去了
米、面、油、棉被、毛衣等生活用品，朱永斌
还为他们送去1万元慰问金。

“2019 年 12 月，满玉昂的一对眼角膜
又找到了合适的受体，配型移植成功，使得
两名儿童重见光明。”通州区红十字会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满春志夫妇的事迹此前被
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满
春志夫妇入选通州区2019年度“通州榜样”
特别奖，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
医学中心聘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北京一
家公司的爱心企业家朱永斌在得知他们的
事迹后很是感动，主动和区红十字会联系，
希望可以为满玉昂的家人提供更多帮助。

本报综合消息

民生工作 中央部委将这样发力

这是阆中古城的巨型灯笼（无人机照片，1月18日摄）。
1月18日晚，阆中古城春博会主会场的巨型灯笼亮灯，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

这个巨型灯笼高26米，最大直径51米，最大内径38米，灯笼内为演艺大厅，可容纳约400人。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巨型灯笼亮相阆中古城

满玉昂心脏、肝脏、双肾等此前被成功移植

天使男孩捐献眼角天使男孩捐献眼角膜膜

2019年10月3日，被誉为“天
使男孩”的满玉昂脑死亡23天后
不幸离世，他的父母决定捐献出儿
子的全部器官，让儿子的心脏、肝
脏、肾脏等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延续

生命，已有 4 个孩子因此受益。
2020年1月17日，记者从“天使男
孩”的家人处获悉，满玉昂的眼角
膜又成功为另外两名儿童带去光
明，至此他已经挽救了6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