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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资阳，感动你我！第六届
“感动资阳”人物评选活动已正式
启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脱贫攻
坚、抗击疫情……感动无处不在，感
动就在身边，让我们一起发现感

动、收集感动、传播感动，期待您的
参与。

详询请登录“资阳文明网”或
“文明资阳”微信公众号。

活动组委会（市文明办）联系电
话：26110538。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5月 11日，
市委副书记段再青率队到力方集团全
球研发中心西南总部参观考察。

段再青一行参观了成都市金牛区
枣子巷特色街区、金牛区规划展示馆
和力方集团公司展厅，详细了解规划
设计经验、高科技运用和企业发展情
况，并围绕文旅融合发展、展示馆规划
设计等话题，与力方集团高层进行座
谈交流。

段再青指出，资阳区位优势明显，
产业特色鲜明，正面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历史性机遇，加快发展
的帷幕已经拉开。力方集团业务涵盖

视觉科技、展馆工程、文博旅游等多个
领域，设计打造了许多成功案例，极具
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真诚邀请力方集
团高层到资阳考察调研，积极支持参
与资阳建设发展，特别是以打造农旅
融合示范点为突破，在资阳临空经济
区的规划设计、水生态建设、农旅融合
发展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创造
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力方集团董事长程小波陪同考
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临空经
济区党工委书记姜鸿飞，副市长周月
霞，中信建设副总经理、临空开发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钟宁一同考察。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在国际护士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
大护士义无反顾、逆行出征，白衣执甲、不
负重托，英勇无畏冲向国内国外疫情防控

斗争第一线，为打赢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
要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关心爱护广大护士，把加强护士队伍建设

作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重要的基础工作
来抓，完善激励机制，宣传先进典型，支持
优秀护士长期从事护理工作。全社会都
要理解和支持护士。希望广大护士秉承
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
真情奉献，为健康中国建设、维护世界公
共卫生安全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 本报评论员 冯余冬

今天，5 月 12 日，是全世界护士的
共同节日——国际护士节。这是第109
个国际护士节，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特殊时刻的
护士节。在此，我们向全市广大护士致
以美好的节日祝福，向坚守在救死扶伤
第一线，为疫情防控、守护人民生命健
康默默奉献的护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国际护士节，是为纪念现代护理学
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于1912
年设立的节日，旨在倡导不畏艰险、甘
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
义精神，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
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
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
作。今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护
士：引领之声——护理世界健康”，我国
主题为“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
情”。两个主题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契
合当下、非常贴切。

我们看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护士响应号召、坚守岗位，白衣

执甲、日夜奋战，义无反顾、逆行出征，
踊跃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以阻断疫
情、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己
任，勇担社会责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付出了艰苦努力、作出了重大贡
献，充分展示了护士在应对各种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挑战，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增进全民健康福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展现了新时代广大护士的别样风采。

其实，不仅仅是疫情防控。就卫生
健康领域而言，护理工作须臾不可或
缺，护士队伍始终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
要力量。这是一个平凡而艰辛的职业
群体，承担着护理病人的重任，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忘我工作、夜以继日，劳
累繁琐、忍辱负重、默默付出，用心守护
患者的安全和群众的健康。尤其是在
医护比例失衡、护理人才匮缺的当下，
护士付出得更多，承受的也更大。以此
观之，护士工作绝不只是打针、输液、拿
药那么简单，它传递的是爱岗敬业的职
业坚守，体现的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精神，这就是平凡之中的不平凡，理应
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护士节的设立，寓

意正在于此。
然而，现实不容乐观。这些年来，

医患关系紧张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医护人员遭到辱骂、殴打、伤害的事
件屡禁不止，哪怕是在疫情期间，这类
事件也时有发生。而护士面对病人的
时间最长、面对的矛盾也最多，往往首
当其冲，其职业地位处境尴尬，职业尊
严不断被消解侵蚀。而且，护士的福利
待遇相对较低，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
正比。今天，我们纪念护士节，不仅要
讴歌、赞美护士，更重要的是理解、信任
与尊重，理解护士职业和护理工作，信
任护士的职业情操，尊重护士的辛勤劳
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关心爱护护士
队伍、关注护士身心健康、落实护士待
遇保障政策、切实为护士减负、保障护
士执业安全，增强护士的职业荣誉感和
归属感，重塑护士的职业尊严。

在这里，疫情防控提供了一个难得
契机。疫情当前，广大医护人员义不容
辞、奋不顾身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抗击
疫情，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创造的业
绩可歌可泣、感人至深，淋漓尽致展现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人们给予了他们
崇高的礼遇、最高的赞美，“最美逆行
者”“战疫英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等
等，崇敬、感激之情发自肺腑、溢于言
表，医患关系大为改善。不过，历史的
教训应当吸取。当年抗击“非典”，医护
人员的坚守与付出也同样感动过无数
国人，医患关系也曾有过一段和谐时
期，但“非典”疫情过后，感激之情消退，
医患关系又恢复了原样。殷鉴不远，来
者可追。我们要引以为戒，秉承当前医
患关系尚好的势头，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护
士、尊重支持护士的浓厚氛围，待到疫
情过后，能够把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延
续下去，让护士有地位、执业有尊严成
为常态。

这是我们深深的期待！

本报成都电（记者 李远雄）5月11日，出席省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资阳代表团在驻地召开
会议，推选监票人，酝酿候选人名单草案，继续审
查各项报告。

省人大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王海
萍，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资阳代表团团长廖仁
松，省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资阳代表团
副团长吴旭参加审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资阳代表团副团长王荣木主持会议。

审议中，代表们紧扣报告、结合实际踊跃发
言，谈体会、提建议、话发展，气氛民主而热烈。大
家认为，过去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推动治蜀兴川各项事业迈上
崭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特别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阶段性胜利，充分体现了省委、省
政府强烈的政治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和驾驭复
杂局面的高超能力。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代表们满怀
期待。审议中，大家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积极建言献策。周蕾代表建议，省级层面要加
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产业统筹规划布
局，培育地域特征明显、竞争优势突出的产业带。
肖剑代表认为，要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顶层设计，突出问题导向解决成渝中部塌陷问
题。骆登宇代表建议，要加快成渝毗邻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一体规划和项目
包装建设，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步伐。何绍亚代表建议，支持安岳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机遇，把人口优势和天然气
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李发刚代表建
议，要充分考虑安岳人口密度、县城人口、建制镇
占比等主要指标，支持安岳建设成渝中部区域性
中心城市。吴平代表建议，要进一步加快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将简阳、乐至交界地带融合发展纳入
成德眉资同城化空间规划体系，推动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社会民生和城乡基层治理等方面，赵乙霖
代表建议，要加快落实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建立完
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养老、托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水平。靳志军代表建议要加大学前教育和
普通高中教育投入力度，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袁朝毅代表则认为，要鼓励支持乡村贤士参与基
层事务管理，凝心聚力助推乡村振兴。查春燕代
表建议，要加快农村土地、房屋确权颁证，推动土
地等农村资源变资产，制定积极政策回引优秀农民工，选好配强村级班子队伍。
鲍继富代表建议，要加快推动成德眉资医保社保、户籍护照、不动产、公积金等
高频政务事项一网通办、异地办理，以更好服务群众。

除此之外，毛丽华代表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辅警职业保障制度，提高薪资
待遇，拓展晋升空间，落实优抚优待政策。刘莹代表建议，要加强城市宣传，通
过创新应用推荐地方特色产品。齐超代表则认为，要努力提高公职人员的专业
化水平，以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下转02版）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闭幕
彭清华尹力邓小刚姜平出席 柯尊平讲话

杜和平刘成鸣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致敬护士队伍 重塑职业尊严
——献给“5·12”国际护士节

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护士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第六届“感动资阳”人物
评选活动期待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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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段再青到力方集团西南总部参观考察

四川日报讯（记者 陈婷）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 5月
11日下午在成都闭幕。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主持闭幕会并
讲话。闭幕会的执行主席是柯尊平、崔
保华、钟勉、张雨东、李昌平、王正荣、赵
振铣、陈放、杜和平、林书成、欧阳泽华、
祝春秀、刘成鸣、王建军。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副
书记、省长尹力，省委副书记邓小刚，西
部战区副政委兼战区空军政委姜平等，
应邀出席闭幕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在闭幕会前举行的选举大会上，杜
和平、刘成鸣委员当选为政协四川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吕芙蓉、任晓春、
刘勤、李亚莲、李群林、杨丹、沈晓玲、岳
凡宋、康俊、游开余、熊方军、潘国华委

员当选为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

闭幕会应到委员 881名，实到委员
828名，符合规定人数。

闭幕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
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柯尊平在讲话中说，省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
提振信心、开拓奋进的大会。省委书记
彭清华在大会开幕会和联组会上的重
要讲话，明确了高质量谋划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提出了
助力夺取“双胜利”“五个聚焦”的重要
要求，为全省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委员
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指明了着力重

点、寄予了殷切希望。
柯尊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
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任务艰巨繁重。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惟其笃行弥足珍贵。全省政协各级组
织和广大委员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五个聚焦”
重要要求，始终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
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柯尊平强调，协力夺取“双胜利”，
必须把牢政治方向，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
面领导，教育引导广大委员和各族各界

人士初心如磐不动摇、矢志不移跟党
走。必须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全省中心
大局，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
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以高
质量的履职成果为一域增光、为全局添
彩。必须坚持履职为民，助力决胜全面
小康，紧扣打赢“三大攻坚战”，多建顺
民意、惠民生的真言，多办解民忧、暖民
心的实事。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
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切实把伟大的抗
疫精神转化为扶贫济困、解疑释惑、化
解矛盾的具体行动，在大战中强化责任
担当，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驻川部队的领
导同志和住川全国政协常委、部分住川
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主席
台就座。

致敬！
向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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