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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京两会

蔡奇参加市政协联组讨论时强调

推进以
“
七有”为重点的民生建设
两会
日记

北京晨报讯（京报集团记
者 方芳 范俊生 北京晨报记
者 王歧丰）

昨天上午，中共北京
市委书记蔡奇参加北京市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的联组讨论，
听取委员就民生“七有”主题提
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我们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
以“七有”为重点的民生建设，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吉林主持讨论。
会议厅座无虚席，参加联
组会的委员来自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教育、体育、
台联、侨联、社会福利与社会
保障、对外友好、特邀等多个
界别。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
争相发言，直奔主题。“我建议
社区服务要建立准入标准。”
章冬梅委员第一个发言，一口
气提出了三条建议。接着，吴
晨、陈涛、李建丽、王绯玲、韩
秀娟等 17位委员就城市精细
化治理、老旧小区改造、基层
医疗服务提升、社区养老保
障、美丽乡村建设、静态交通治
理、垃圾处理、中轴线保护等问
题先后发言。蔡奇认真听取、记
下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并对每
一位委员的建议都一一回应，
与大家坦诚交流。他说，大家谈
问题实在客观，讲情况生动具
体，提意见建议直截了当，听了
很受启发。当即要求在场市各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建议，改进和做好今后工作。
蔡奇代表中共北京市委
对市政协全体委员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老百姓在等着
我替他们发言

昨天上午，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部分委员联组会，市委书记蔡奇与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吉林步入会场。
北京晨报记者 李木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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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应委员关切。关于“幼有所育”， 结合，补齐养老设施、人才培
始终高度关注民生、时刻把人 提出要鼓励多元办园，增加学 养、专业运营等短板，引入专业
民放在心上。党的十九大报告 位，注重学前教育内涵发展，保 化力量办好社区养老驿站；关
关于民生的重要论述，为我们 持幼师队伍稳定；关于“学有所 于“住有所居”，提出要坚持“房
做好民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教”，提出要按照“增量、提质、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均衡、公平”原则，继续加强中 的”，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小学优质资源建设，并引导中 控，加大住房用地供给，发展和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心城区优质教育向郊区布局，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利用农村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不断满足市民对更好教育的 集体建设用地提供更多面向用
的矛盾，这一变化在北京表现 期盼；关于“劳有所得”，提出要 工单位的租赁房屋；关于“弱有
尤为明显。市民对美好生活的 抓好就业和收入分配，着力抓 所扶”，提出要多做雪中送炭的
需求呈现出便利性、宜居性、多 好重点人群增收和低收入群 工作，加大对低收入户和特困
样性、公正性、安全性的特点。 体增收，构建更为公平的分配 家庭的扶助力度，提高残疾人
相比较之下，我们的有效供给 格局；关于“病有所医”，提出要 服务保障水平，做好对口支援
还跟不上。必须坚持从人民群 巩固医改成果，加强基层医疗 地区扶贫帮扶工作。
蔡奇与委员们的坦诚交
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 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加大紧密
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一件事 型医联体建设力度，方便群众 流，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把为人民 在家门口看病；关于“老有所
养”，提出要以居家为基础、社 长崔述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造福的事情办实办好。
蔡奇围绕“七有”逐一回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席程红、刘忠范、燕瑛参加。

市政协委员、京投集团资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乐：

地铁发展要做好技术人才储备
如今，城市中四通八达的
地铁线路，让市民的出行越来
越方便，中国轨道技术也正在
成为世界的风向标。不过，就
产业来说，中国地铁技术仍有
需要提高之处。昨日，市政协
委员、京投集团资产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余乐建议，尽管目前
中国的地铁技术已经达到了
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是仍要做
好更先进的技术以及劳动力
的储备工作。

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可以
这么说，在轨道系统领域，中国
领先的就绝对是世界领先的”。
余乐说，地铁的运营技术
也得到了提高。比如现在车身
更宽、更长，地铁时速已经提升
至每小时 100公里至 120公
里，
“目前正在建设的自北京市
到平谷区的 22号地铁线路，时
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160公里。”
不仅如此，中国地铁列车
在控制技术上也越来越高效。
目前，两辆列车的发车间隔时
间越来越小。北京是全国第一
新地铁速度提高一倍
个做到发车间隔时间可以小
数据显示，北京地铁一日 于 2分钟的城市。未来，这一
客流量在 1150万人次左右， 间隔时间可能将缩短到 1分
位居全国第一。余乐介绍，就是 40秒到 1分 30秒之间。
这些百姓习以为常的地铁，从
技术基本靠外国引进，到现在 地下空间技术仍需提高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再到引领
全球技术发展，中国用了将近
虽然中国地铁技术已经
十年的时间，
“中国地铁技术已 处于世界领先，但余乐在提案

中建言，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
提升地下工程施工综合技术，
促进城市向地下纵深发展。
“目前以地铁为主的地下
空间开发技术，已经完全可以
达到地下 35米的层次，但如
日本、德国等地下开发技术成
熟的国家，已经可以开发到地
下 60米左右的深度。”余乐直
言，在这一领域中，现在只处
于“能做成”的阶段，但距离
“做好做精”还有差距。
从地下 35米到地下 60
米深度，不仅仅只是数字的变
化，也是技术上的巨大挑战。
据了解，在地下 35米左右的
深度地下水丰富，且水压较
大。目前以抽水打井的排水方
式来建设地下设施的方法，在
这一深度完全失效。同时，政
府对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
也让现在地下空间开发技术
的创新变革迫在眉睫。

地铁建设劳动力短缺

技术发达在余乐看来，还
要表现在地铁建设过程中的
机械化使用程度。但目前的
状况是，由于当下地铁建设
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导致
劳动强度大、施工环境较差，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经越来
越明显了。
“现在地铁建设工人大多
在 45岁以上，每年收完麦子
就有很多工人不再回来了。劳
动力补给严重不足。”余乐直
言，地铁建设过程中，劳动强度
大、施工环境差等问题，都让年
轻人对这份工作望而却步。
“能不能通过改善施工环境来
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毕竟没有
足够的劳动力，地铁工程的进
度、质量都无法得到保障。”
北京晨报记者 姜樊

每年开人代会之前以及会议中，
我都是十分繁忙的，有时甚至都顾不
上喝水。因为大会之前忙着准备要提
出的建议和议案，要么得去调研，要么
得去图书馆查资料，反正特别忙。有人
问我，“开会为什么这么忙啊？”我就
想，老百姓等着我替他们发言呢，这是
多么重要的职责啊！是啊，代表不就是
接受选民的授权，替选民参加会议，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吗？不就是代表
选民参加国家的管理活动吗？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开始我的第
三届代表的履职生涯了，得对自己有
个要求——
—不忘初心、不敢懈怠、重新
开始、发扬光大。
不忘初心，就是要永远不忘初次
当选时对选民的承诺，把老百姓的柴
米油盐酱醋茶永远放在心上；永远关
心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关心老百姓的
喜怒哀乐，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及时
回应老百姓的关切，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永远不脱离群众，做好人
民群众的代言人。当代表就是奉献，
永不后悔。
不敢懈怠，是对自己提出的新要
求，虽然已经当了 10年的市人大代表，
14年的区人大代表，但我绝不能掉以
轻心，认为自己对代表工作比较熟悉
了，基本跑遍了郊区各区，对北京市的
情况比较熟悉了，对大家关心的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都有调研，都有思
考，基本上都提出过建议和议案了，而
产生懈怠思维，反应在行动上就是对推
动困难的解决缺乏激情了。对此，我不
会懈怠，要永远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个
劲，一种激情，去做我们的各项工作，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辜负人民
的重托，做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
重新开始，要像刚当代表时一样
以满腔的激情去履职，认真参加每一
次代表活动，坚持讲真话，办实事，大
力度地推进问题的解决。坚持参加活
动前有准备，做好功课；参加活动时，
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的建议数量不减，
质量更高；参加的活动数量不减，发言
的质量更高。
发扬光大，就是要把我市优秀人
大代表的好作风、好传统，对人民无限
热爱、对国家无比忠诚，敢于讲真话、
敢于仗义执言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
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街坊四邻，做
一名名副其实的人大代表。
市人大代表、 北京当代律师事务
所 卫爱民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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