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员建议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本报北京专电“我国现有
的保护物种名录在过去近20年
中没有更新，未及时准确地保护
我国的濒危物种。”在沪全国政
协委员张恩迪、马进在提交的一
份关于尽快更新《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植物名录》的提案中
提出，目前的保护名录未包括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
录中涉及中国的405个受威胁
物种，同时却包含了197个无危
种。过时的名录严重影响了对
我国濒危物种的有效保护，需要
尽快更新。

据两位委员介绍，《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于1989年颁
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于1999年颁布，至今
分别只进行过一次微调。此外，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二批）》一直处于“讨论稿”的状
态，至今尚未正式颁布。

就在去年，多家自然保护机
构对中国的1085个受威胁物种
2000-2015年间的保护状况做
了评估，包括现行《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植物名录》中的全
部物种，以及IUCN红色名录中
所有受威胁的中国物种。以此
发布的《中国自然观察2016》显

示，状况改善的物种只有 102
个，变差的 738 个，剩下 245 个
信息缺乏，“名录过时导致执法
滞后，是受威胁物种保护状况变
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两位委员
说道。

他们梳理了需要保护、调整
的物种，包括如勺嘴鹬这样的一
直濒危，但始终没有列入名录的
物种。据悉，勺嘴鹬在2004年
被 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
2008年调整到极危，目前种群
数量估计少于100对。主要威
胁是沿海滩涂湿地开发而导致
的栖息地破坏。

又如黄胸鹀，在2000年被

IUCN 红色名录评估为无危种，
因被过度捕杀食用，种群骤减，
2017年评估为极危，但目前不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中。

此外，如黄唇鱼这样的已列
入保护名录，但级别低于实际濒
危状况的，如珙桐、梅花鹿等已
列入保护名录，但实际并不濒危
的情况，都需要进行调整。

对此，张恩迪委员和马进委
员建议，依据IUCN红色名录评级
和《中国自然观察2016》的物种
保护状况评分，对《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做出调整。

他们也做了进一步阐释，如
IUCN红色名录中濒危、极危两个
等级的物种，调整为国家I级重
点保护物种；在《中国自然观察
2016》中评分低于-2（含）的物
种，调整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物
种；旗舰种、伞护种和生态系统
中的顶级捕食者物种，调整（或
保留）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物种，
如大熊猫、雪豹、中华白海豚等。

他们还建议，将《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讨
论稿中的物种正式颁布，使之具
有法律效力。原则上对无危和
低危物种不移出名录，只做降级
处理。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本报北京专电 一篇《流感
下的北京中年》刷新了公众对流
感这一“凶手”的认知度，小小的
感冒居然也能致命。但在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市卫生和计生委
副主任吴凡看来，这恰恰是公众
健康素养有待提高的表现。

提高健康素养需要专业化
队伍，此次全国两会期间，吴凡
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薪酬制度的建议》
的提案，为了健康需在“上游筑
坝”，呼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队
伍建设。

流感不是“小毛病”
预防要勤洗手勤换衣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为何
会被刷屏，就是因为它刷新了公
众对流感的认识，一个小小的感
冒居然可以致命。但感冒和流感
是有很大区别的，流感是由病毒
引起，‘坏人’不同，差别很大。”

吴凡委员首先就指出了公众
对于流感的误解，得流感不是休
息几天就会好的“小毛病”，特别

是对年老体弱的人群来说，一旦
变成肺炎，病情进展会十分迅速。

没有意识到流感的严重性
还因为公众自我保护的意识不
够。吴凡指出，流感不单单是呼
吸道传染疾病，也可以通过接触
来传播，接触传播的预防控制也
很重要。

比如一个简单的打喷嚏姿
势，不少人做得并不正确。最常
见的打喷嚏时用手捂着鼻口，以

显礼貌卫生，但在吴凡委员看来
这很糟糕，因为细菌会喷到手
上，如果还要坐公共交通，不经
意抓了公交车、地铁上的扶杆、
扶手等，细菌很有可能就沾染在
这些公共设施上，通过接触传播
给了其他人。“如果要打喷嚏却
实在来不及找手帕或餐巾纸，可
以用臂弯遮住口鼻，因为衣服是
干燥的，细菌不容易存活，这是
一个非常标准的，在公共场所打

喷嚏的姿势。”
流感高发季节，应该做到出

门戴口罩、回家勤换外衣、勤洗
手、开窗常通风。“这些措施虽然
简单，若真的能做到，流感可能
就不会找上门了。”

提升健康素养
需建设专业疾控队伍

为何很多人对流感有误解，
也没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在吴凡委员看来，这与个人健康
素养有关。

她建议，可在课堂里引入健
康素养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教授不同内容，让健康素养
贯穿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
子从小需要养成良好的健康习
惯，只有知道了基本知识和技能
后才会主动管理自己的健康。”

此外，社会也需要一支专业
疾控队伍来加强公众的健康素
养。吴凡委员表示，社会需要有
专业队伍去管理社会上出现的健
康问题，分析发病人群的共同原
因，为社会公共卫生做安全保障。

但目前，这样一支队伍正面
临人员招不进、留不住的窘境。

吴凡委员提到，疾控工作任务重，
职业风险高，公益性强，人少活多
的矛盾突出，同时疾控专业技术
人才又具备医学背景，擅长流行
病学、统计或病原生物学、分析化
学等，技能强、综合能力强，人才
通用性强，成为人才市场紧缺对
象，但在薪酬标准方面多年来增
长缓慢，普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
增长水平，近年各地均出现人才
快速流失的现象，许多地区甚至
出现骨干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
不利于守护公共卫生安全。

对此，吴凡委员建议，要落
实中编办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人员编制要求，优化岗位结构
比例，创新用人制度。同时，建
立符合卫生行业特点、能够充分
体现疾控社会价值的薪酬制度
和动态增长机制，以绩效考核为
中心，做到薪酬水平与任务、实
效相匹配。

还要建立公共卫生医师规
范化培养制度，探索建立公共卫
生医师准入制度。“要转变‘下游
打捞’的治疗为‘上游筑坝’的预
防，加强疾病预防控制队伍建
设，就是在上游筑坝。”

提高公众健康素养 需“上游筑坝”建专业队伍

为保护濒危物种需及时更新保护物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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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本报北京专电 上海代表团
昨天举行全团会议，审议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市委书记李强
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代
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代
表团团长殷一璀参加审议。

审议中，应勇代表说，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为主线，着眼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有效治理国家
和社会，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
革的重大决策，是系统性、整体
性、重构性的深刻变革。国务
院机构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
权，有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营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环
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问
题导向，充分体现优化协同高
效，有利于加快构建机构设置
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
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
运行更加高效的体制机制；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完善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
忧，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
声 、接 受 人 民 监 督 的 体 制 机
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服从大
局，按照党中央部署和要求，落
实好地方机构改革任务。

刘艳代表表示，国家机构改
革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热议

话题。卫生系统的机构改革也
一直备受关注。作为来自卫生
系统的代表，她认为这次的机构
设置改革，体现了“坚持问题导
向，突出重点领域，科学设置机
构，合理配置职能，提高效率效
能”的目标，强调了“转职能、转
方式、转作风”。从新的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职能定位上来看，
聚焦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
国战略”，体现了“大卫生、大健
康”理念，持续深入推进医改，落
实健康领域发展方式的转变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进一步推动
了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从外延
式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变。

上海代表团副团长廖国勋
参加审议。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本报北京专电 根据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决
定，昨天中午12时为代表提出议
案的截止时间。本次大会上海代
表团的代表共提出议案21件，全
部被大会接收为正式议案。

今年上海代表团代表提出
的议案总体上有三个特点。一
是代表们很踊跃。21件议案由
17位代表提出，其中60%是新代
表，有的代表还提出了2件议案。

二是代表们很重视。代表
们在会前参加了初任履职学习，
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比如
邵志清代表通过召开座谈会、与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密
切沟通、向行业技术部门深入了
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制定无线
电频谱资源管理法的议案；陈靖
代表为提出修改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议案，先后召开了四场小型
座谈会进行深入研讨。赴京后，
按照上海代表团的惯例，3月4日
下午，代表们专门集中在一起集
体酝酿议案。

三是代表议案既聚焦改革发
展重点、热点，又关注民生热点、
难点。从议案内容上看，代表们
不仅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信用体系建设等
问题，而且关注互联网交通、公共
法律服务、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

上海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

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上海代表团代表共向本次大会提交21件议案

从小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