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贺巍 电话：

8237576

２０23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五

“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明显加快， 竞争压

力不断加剧， 尤其是这三年来疫情的反复， 个

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

显， 在各地学校， 大学生、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

抑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屡见报端。” 市政协

委员刘克琦对部分人群的心理问题表达了担

忧。

在他看来，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

作存在一些问题： 心理健康服务机构较少， 服

务标准和水平参差不齐； 心理行为异常， 比如

抑郁症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逐年增多， 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健

全， 社会心理疏导工作机制不完善， 服务和管

理能力滞后， 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远远不能满

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刘克琦说 ， 心理健康是社会稳定 、 家庭

和睦的关键因素之一，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必然

要求。 为此， 他提出如下建议： 加大对心理

健康服务业特殊人才的培养， 进一步健全完

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尤其是加强心理健康

诊疗学科方向建设， 可以依托医学院校公共

卫生专业， 政府予以重点投入， 进行定向培

养， 加快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业人才队伍

培养培训力度； 由人社部门牵头， 加大对心

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支持， 在工作条件 、 岗位

编制、 职级待遇、 经费设置、 科研进修等方

面对心理健康教育老师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和鼓励措施； 由卫健部门牵头， 在各医院设

立“ 心理健康科室”， 配备专业人才， 做好心

理健康治疗工作； 由民政部门牵头， 鼓励有

资质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牵头注册成立 “ 心

理健康援助” 行业协会， 设立“ 爱心驿站”，

开通线上咨询， 拓宽援助渠道。

市政协委员黄雅婷———

助力商会转型升级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万明 见习记者 蔡霞

近年来， 我市商会组织在企业互助、 招商

引资、 公益事业、 政企沟通等方面都发挥着积

极作用， 极大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但

是， 新时代下的商会能量还可以释放更多， 建

议政府引导帮助商会转型升级， 赋能经济高质

量发展， 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市政协委

员黄雅婷说。

“ 当前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

济结构的攻关期， 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商

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都已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修课。 商会组织在一如既往为会员企业

提供优质服务， 帮助会员企业练好‘ 内功’ 的

同时， 也要积极寻求自身的进步转型， 以更积

极的态度、 更深重的力量助力会员企业夯实高

质量发展的根基， 登上更大的舞台。” 黄雅婷

对此信心满满。

为此， 黄雅婷建议 ， 助力商会的转型升

级， 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把那些不便由政

府行使的职能逐步交给商会组织进行承接， 尤

其是微观层面上的事务性服务职能。 例如， 专

业培训、 行业标准制定、 考核评比 、 政策兑

现、 劳动纠纷调解等方面工作； 要鼓励商会成

立经营性平台组织， 在为会员企业提供常态化

的服务下， 同时提供一些多元化的有偿服务。

例如， 科技项目资金申请、 高新技术资质申

报、 安全生产标准化认定等方面， 这些业务的

开拓， 有利于强化商会造血功能， 实现“ 以商

养会， 以会促商” 的目的； 要加强对商会建设

的服务与指导， 规范引导商会建立信息公开透

明化制度， 为商会的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并鼓励商会秘书处实行内部工作业绩考核制

度， 提升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市政协委员舒宏春———

减少油烟排放 还市民“洁净天空”

本报记者 万明 见习记者 蔡霞

保护环境， 防治空气污染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 也是“ 大美上饶” 建设的具体体现， 关乎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对美好环境的需要。 “ 过

去几年， 在我市相关部门的大力督导下， 大部

分餐馆油烟通道进行了改造， 油烟排放得到一

定控制。 然而在进一步调研中发现， 仍有不少

区域餐饮油烟污染较严重， 为节约相关费用，

餐饮企业油烟净化设施时开时不开， 不达标油

烟排放情况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

生活和身体健康， 引人担忧。” 市政协委员舒

宏春说。

为此， 舒宏春建议， 由政府部门主导， 学

习借鉴上海、 浙江、 安徽广德市等地先进经

验， 引入先进的餐饮油烟在线监测智能管理系

统和一体化运营服务体系， 监测有害油烟的排

放。 “ 要引入企业， 进行市场化运营。” 舒宏

春说： “ 相关主管部门通过邀请招标等方式，

择优选择建设运营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 由建

设运营企业负责建设油烟在线监测平台和系

统， 为餐饮单位免费提供、 安装在线监测仪设

备， 统一清洗油烟净化器和清洗、 运维在线监

测仪， 每年由运营企业向餐饮单位收取一定的

设备清洗、 运维服务、 流量费用。”

除此之外， 舒宏春建议该措施应该分步实

施， 有序推进。 可以先在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部分酒店和餐饮店进行试

点， 率先推行油烟在线监测智能管理系统。 第

一批完成达标， 进行效果论证后， 再向全市范

围内所有餐饮店推广实施。 另外， 还要统一运

维， 智能管控， 充分利用油烟在线监测智能管

理系统， 对辖区内的餐饮单位油烟排放进行全

过程、 全天候、 无缝隙的实时智能管理。 进一

步推动全市餐饮油烟管理全面升级， 达到国家

排放标准， 真正让市民满意， 让政府放心。

市政协委员程丽英———

规范处理建筑垃圾 建设“大美上饶”

本报记者 万明 见习记者 蔡霞

“ 经过我们对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 、

消纳企业等进行实地走访发现， 建筑垃圾分

类意识薄弱， 建筑垃圾处置配套场地 、 设施

不完善， 建筑垃圾监管执法未形成有效合力，

建筑垃圾利用程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 市

政协委员、 江西尚饶律师事务所主任程丽英

说， “ 这些建筑垃圾大多采用直接填埋或者

露天堆放的方式， 堆积的建筑垃圾不仅占用

大量土地资源， 而且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二次污染， 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水 、 土壤和

空气。 如何处理建筑垃圾， 是关乎人居环境

的重要工作， 亟待我们去解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 要加快推进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为今后工作提供了引领

和遵循。 为此， 程丽英提出建议： 加强顶层

设计 ， 出台 《 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 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 ， 科学布局建设建筑垃圾消纳

场， 统一规划并增设存放和处理建筑垃圾的

场所， 规范运输准入门槛、 市场价格 ； 加大

监督管理力度， 健全多元共治趋势 ， 建议以

政府牵头 ， 健全各大职能部门之间协作机

制， 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的优势； 完善建筑垃

圾管理制度、 不断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率 ， 紧盯消化城市垃圾 、 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 ， 这也是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

同时， 也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依法处理

建筑垃圾 ， 自觉维护市容环境 ， 共同打造

“ 大美上饶”。

市政协委员刘克琦———

加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本报记者 万明 见习记者 蔡霞

委员们赴艺术中心开会一律乘坐普通

大巴车， 不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 不影响市

民正常通行 ； 会议期间就餐都是自助餐 ，

既没有宴请也没有高档饮料 ； 参加审议讨

论发言时不讲官话套话， 直截了当谈观点、

提建议……今年市两会现场 ， 一股清新之

风扑面而来。

“ 开幕大会庄严、 隆重、 热烈， 会场内

秩序井然， 委员们精神抖擞参会， 遵守会风

会纪在代表委员中蔚然成风。”

2

月

16

日上

午， 汪诚委员走出市艺术中心会场， 就为此

次市两会的清风正气和严实作风点赞。

市两会是上饶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风清气正是其应有面貌 。 市政协相

关人士介绍， 今年市两会的会风会纪更严

了， 委员们严格遵守会风会纪 ， 聚精会神

议大事、 谋实策， 全身心地履职尽责。

深入会场 、 委员驻地及讨论区等地 ，

市两会会风会纪督查组有关人士说 ， 一个

直观而鲜明的感受是， 各小组的委员悉数

到齐， 参会出席率高了。 “ 现在分组讨论，

几乎没有人缺席。” 讨论会场上， 委员们踊

跃发言， 其他同志听得认真， 还做了笔记，

大家把精力放在履职上 ， 把心思放在会议

讨论上， 这些细节变化 ， 切实传递出市两

会从严务实的新会风。

“ 今年的两会， 委员发言时不再是长篇

累牍， 会议内容务实， 不仅体现在形式的

简短上， 更体现在委员提案 、 发言的 ‘ 一

针见血’ 上。 一件件涉及改革发展和民生

民情的提案， 既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 ， 又

提出了符合实际、 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

对策 ； 发言时 ， 更是将平日里用脚丈量 、

用心调研 ， 深入实际了解到的群众所盼 、

党政所需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 代群众发

声， 声声震耳……务实 、 简朴 、 节约 、 高

效的会风元素， 释放出了令人欣慰的新气

象 。” 委员陆萍表示 ， 新风扑面来 ， 其实

是观念转变的体现。 “ 今后更要把好会风

传递到实际工作中 ，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做好本职

工作。”

两会新风扑面来

本报记者 任晓莉

本报讯 记者方子健报道 ：

2

月

16

日

上午， 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胜利召开 ， 我

市正式进入市两会时间 。 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通过各种形式及时收看两会盛况 ， 持续

关注两会动态。 大家纷纷表示 ， 倍感振奋

和鼓舞 ， 对上饶当前取得的成绩倍感自

豪， 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期待 ， 将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担当实干 ， 奋力开创

现代化大美上饶新篇章。

信州区西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

主任王莹表示： “ 今年的市两会是在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 我们将紧紧把握和深刻领会市

两会精神 ， 抢抓机遇 、 真抓实干 ， 聚力

‘ 大’ 发展， 咬定‘ 建设制造强市、 打造区

域中心’ 总要求持续发力， 奋力为打造区域

消费中心的支点和基点出新招、 谋新路； 聚

焦‘ 小’ 网格， 优化‘ 西市格格’ 网格化管

理模式， 积极推动智慧社区创建， 在城市精

细化管理和市域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绘就文明

‘ 同心圆’； 聚心‘ 微’ 小事， 深化基层民主

协商机制， 积极回应民生关切、 解决急难愁

盼， 多为群众办春风化雨的好事、 雪中送炭

的实事。”

“ 会议的隆重召开， 振奋人心， 催人奋

进， 作为一名基层妇联干部， 我真切地体会

到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妇女儿童和家庭工作日

益重视， 感受到妇女儿童发展整体环境不断

优化， 发展水平不断跃升。” 广信区妇联主

席余芳萍表示， “ 我们要先学一步、 深学一

层， 深刻领会市两会精神， 从中汲取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前行的智慧， 进一步发挥‘ 联’

字优势、 共建发展平台、 打造品牌亮点， 在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上勇担责， 在加强妇

女儿童关爱上下真功， 在推进家风建设上见

实效， 在推进妇女儿童事业上实作为， 推动

市两会精神在妇联系统和妇女群众中落地生

根。”

“ 作为一名基层电力工作者， 我将大力

弘扬‘ 一座城、 一条心、 一起拼、 一定赢’

的精神， 在新征程中苦干实干勇担当， 在新

挑战中有心用心严落实 ， 不断提升业务能

力， 以更强的本领、 更优的作风、 更高的站

位做好各项工作， 为奋力开创现代化大美上

饶新篇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能源

集团黄金埠发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

员杜磊说， “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近年来上饶

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 人民群众幸福指

数的节节攀升，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氛围的日

益浓厚， 相信大美上饶必定会有一个更加美

好灿烂的未来！”

踔厉奋发向未来 笃行不怠谱新篇

我市干部群众对市两会胜利召开反响热烈

两会时光

在

2

月

16

日召开的市

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 市政

协委员们履职尽责， 为上饶

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记者 戴越 见习记者 章

雨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