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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之声
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市长邹自景：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命脉 打造
“中国最干净城市”
本报记者 龚友国

邹自景

四川省广元市位于长江上
游，近年来将生态环境保护提高
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就如何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全
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市长邹自景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专访时，开
门见山地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
广元最大的优势，是未来发展最
重要的战略依托，是我们的命脉
所在。我们已经确立了打造全国
最干净城市的目标，做好生态环
境大文章是根本保障。
”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是我
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重要方向。”邹自景说。良
好的生态环境支撑下，广元作出
了“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实 现 绿 色 崛

起，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
的决定。据邹自景介绍，大力发
展康养旅游业，直接卖生态，卖环
境，发展绿色农产品产业和中医
药产业，已成为广元优化产业结
构的重要发力点。
去年 8 月，广元市与北京新华
联集团等四个公司合作，一口气
签下了 4 个康养旅游项目，签约总
金额高达 185 亿元。
积极进行环保生态修复，
增强
生态优势，
也是广元推进绿色生态
发展的重要方面。
“目前，
我们已经
种植营造林 55.49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 56.81%。围绕大气、水、土
壤、城乡环境四个方面，同时积极
进行生态修复，
广元不断增强生态
优势，
正在向全国最干净城市的目
标迈进。
”
邹自景说。

将优秀的生态环境转化成产
业发展的动能，在此同时，广元也
在逐步提高生态环保准入门槛。
“我认为对生态环境影响最
大的就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
当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就是产业
发展。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管
理。
”
邹自景表示。
“我们有一个工作机制，叫做
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工作，
由一位副市长牵头，投资 1 亿元以
上的工业项目，
由他亲自把关。
”
众所周知，近年来一些发达
地区在搞产业转移，将一些污染
大的产业向中小城市、欠发达地
区转移。像废沥青、废机油、废玻
璃、工业废弃物处理等项目，以及
冶金、化工、矿山等项目，广元一
律拒之门外。

邹自景介绍道，广元在提升
环 保 准 入 门 槛 ，严 格 把 关 的 同
时，还在对现有污染问题进行积
极处理。电解铝项目是广元现
在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重工业项
目 ，已 有 项 目 在 节 能 降 耗 、污 染
治理问题上得到根本解决，新建
项目严格按照我国环保的最高
标准执行。
在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提高
先进产能，围绕节能降耗、环境污
染治理、废弃资源循环利用，积极
培养新发展动能过程中，构建绿
色产业体系已成为广元的重点工
作。据邹自景介绍，除现代农业、
康养旅游、食品饮料等产业外，绿
色家居、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
也成为广元招商引资的主要方
向。

全国政协委员、贵阳市副市长魏定梅：

发展“互联网+健康医疗”便民利民惠民
本报记者 鹿娟 范捷

魏定梅

“互联网+健康医疗”逐渐成
为我国医疗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作为新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有利
于改善医疗质量、方便群众就医、
减少患者入院率、降低医疗成本、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是我国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
务和支撑。3 月 4 日，
《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贵
州省贵阳市副市长魏定梅。
在加快“互联网+健康医疗”
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魏定梅建
议，从国家层面加快推动覆盖全
员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应用，实现基本医
疗、基本公卫等医疗卫生业务的
信息化全覆盖，大力提高实名就
诊率，实现医院之间、医院科室之
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推动国家级
全民健康医疗信息数据库与公
安 、民 政 、医 保 等 信 息 的 互 通 共
享。在确保信息安全、个人隐私
保护的前提下，为各地、各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互联网+健康医疗”
服务提供信息支持。同时，进一
步建立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强力
推动各地搭建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
汇聚健康医疗大数据。
在制定“互联网+健康医疗”
相关配套流程、标准和规范方面。

魏定梅说：
“各地各医疗卫生机构
在开展
‘互联网+’
便民惠民活动过
程中，相关服务流程改造、标准规
范不完善从客观上限制了相关服
务延伸。比如，
医院开展
‘互联网+
护 理 ’服 务 ，其 收 费 标 准 如 何 确
定？再如，
检验检查报告互认后的
责任如何明确等等。
”
因此，
她建议
从国家层面加快制定出台“互联
网+健康医疗”
相关政策、
标准和规
范，
支持医院进行互联网医疗服务
流程再造，
鼓励地方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
动
“实名就诊”
，
鼓励发展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服务新业态，
让各地各
医疗卫生机构有据可依地放心开

展各项便民惠民活动。
在加强“互联网+健康医疗”
监管方面。她建议要紧密围绕
“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大局，采
用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构建“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监
管平台。针对各地各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互联网+健康医疗”便民
惠民服务行为、服务信息进行全
过程监督管理，同时也要将民营
医疗机构的网上咨询、网络宣传
等互联网服务行为纳入管理。重
点围绕信息安全、隐私保护、行为
监控、服务态度、服务治理、信用
管理、公共服务等业务领域实施
有效监管。

强，依靠自觉意识并不能产生良
好的效果。
根据对快递发展现状及外部
环境的分析，徐睿霞认为，目前可
以尽快建立一些有效的体系和机
制，以此推动快递行业向绿色发
展。
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性
意见，组织快递包装生产企业、电
商企业、快递企业与包装废弃物
回收利用企业衔接，把邮件快件
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融入社会资
源分类和回收利用系统，并指导、
督促各地区按照国家邮政局出台
的《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行)》
要求，逐步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
化和再循环利用。
建议国家发改委组织有关部

委研究出台奖励性政策，对通过
技术改造减少快递包装的使用量
和积极使用绿色环保包装物的电
商企业、快递企业给予适当奖励
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实施包装减
量化，加快投放智能快递柜、包装
材料回收站。同时，出台奖励性
政策，引导电商平台企业和商家
综合运用优惠返利等手段，激励
消费者协助回收可循环使用的快
递包装。
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加强
对全国网购包装减量化相关研
究。国家邮政局做好全国快递绿
色发展指标的统计工作，完善快
递绿色发展监控，指导各地区科
学组织电商企业、快递企业开展
绿色网点、绿色分拨中心的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徐睿霞：

推进快递行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鹿娟 范捷

徐睿霞

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小米
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催生了快
递行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最新数
据显示，2018 年全年，中国完成邮
政业业务总量 1.2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6%；业务收入 0.79 万亿元
(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8.81%。其中，快
递业务量完成 505 亿件，同比增长
25.8%，
较 2013 年增势明显。
3 月 7 日，
《中国企业报》记者
就快递行业发展的相关话题采访
了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徐睿霞。
目前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在
快递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邮件

快件包装废弃物增长过快，由此
引发了徐睿霞的担忧：
“这样会
造成对社会环境压力持续增
加。”
归结原因，徐睿霞认为：从电
商和快递企业自身来讲，目前，电
商和快递企业仅仅考虑到成本和
服务。大部分电商企业、快递企
业选用价廉质低的塑料袋、胶带、
泡沫等不可降解的包装材料以节
约成本。多数网购商品都由商家
自行包装，包装是否用心、结实，
通常成为买家评价商家的指标之
一。同时，电商企业在发货时为
有效保证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免受
损坏，往往会在产品原包装外增
加纸箱、缠上坚固胶带，造成包装
过度。他们对环保的意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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