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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辉委员说! 男女同工同酬!体
现了男女平等!充分肯定了女性的自我
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职女处长

表示! 很难说延长退休对自己是利是
弊!因为!一方面可能带来更长的发展
期!另一方面!高龄职业女性确实也会
面对更多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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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处长$%岁退休成不成$ 围绕这一
话题!多名政协委员的观点是!延长女
干部的退休年龄!会挤占年轻人上岗施
展才干的机会%

陈力委员认为!目前就业压力日趋增
大!延长女领导&女干部的退休年限!必然
影响到一部分年轻人就业" '但也要根据
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比如某些行业岗位上
的紧缺人才!也可考虑延缓退休" (

'各机关都按编制设岗! 女干部如
果在&&岁以上依然占居岗位!就不能空
出编制安排年轻人施展才能% 退休的人

及时腾出岗位! 有利于年轻人更快成
长% (吉万松委员认为!从促进生产力发
展的角度来说! 把机会让给活力十足&

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如同输入新鲜血液
一样!更有利于发展%

还有委员提出! 人们在&&岁之后!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会衰退!即使身体状
况能胜任工作!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
也比年轻人差% 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
而言! 还是及早把岗位让给年轻人才
好% 女处长到了&&岁身体健康&确有能
力的!可以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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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处级女干部!很多女高级
技术人才都应延长退休年龄% (有委员
表示!&&岁退休太可惜!&&岁是女科研
工作者最能发挥价值的时候%

琼州学院符玉梅委员说!物质水平
提高了!五&六十岁依然很年轻%身边很
多男女干部退休时!都会引起大家一番
感叹)还这么年轻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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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调研后! 政协委员焦刚
发现'云计算(可给我省产业转型和信
息化发展带来难得机遇%他介绍'云计
算(是融合媒体&通信&'(&互联网的一
项重大信息技术革命%建议我省将'云
计算(列入'十二五(新技术的重要项
目!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发&应用
和产业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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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 委员提出! 我省农村宅基
地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 建议省有
关部门尽快制定新农村宅基地建设的
长远政策和规范管理办法! 包括农户
拥有新宅基地的条件&建设面积&高度
限制&化粪池和排污排水配套&申请办
理房产证等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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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很多
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方式% 但
其不足之处在于很多子女无暇顾及老
人!老人大部分时间在孤独中度过% 对
此!民进海南省委建议!由政府或社区出
资开设一些适度收费的日间'托老所(!

让老人们白天有个好去处%

记者从海口市老龄委获悉!)%*+年
,月!海口市一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启动
了老人日托服务!无法自理&子女不在家
和害怕孤独的老人均可通过付费申请
此项服务!收费标准每人每天-&元左右%

达成服务协议后!每天早晨由工作人员
将老人接到服务点!安排吃&喝&住&玩!

到了晚上根据老人的要求送回家%

家住金钟大厦的杨先生今年$.

岁!他对老人日托服务十分赞成!但表
示能否降低费用!让市民托得实惠!托

得没有负担!'天津& 上海等地日托比
较成熟!设施完备价格也十分实惠% (

今年/*岁的曾大爷住在金龙路富
南公寓!称不排斥日托!但曾大爷说出了
大多数老人的疑虑)'我考察过海口的一
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老年公寓!觉得
环境和配套设施不是很好% 托老所应该
加大硬件设施改造力度!营造更好服务
环境!否则很难让人接受% (

民进海南省委认为!'托老所(具
有强盛生命力! 受到老人和社会各方
面的欢迎和关注% 为此建议由政府或
社区出资! 在省各个城市& 乡镇的社
区&街道建立日间'托老所(!并让老人
享有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 建议
托老所邀请志愿者提供各种义务服
务!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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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校医配备!没有达到$++)*

的标准* 绝大部分学校没有配备校医!

特别是农村学校(! 在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人大代表胡娇雁提出了在全省
中小学校配备校医的建议%

胡娇雁代表说!校医在学校是个重
要角色! 除了对学生进行正常体检&建
立健康档案外! 还负责常见病防治!如
近视眼&龋齿&肠道传染病&肥胖病等%

胡娇雁代表说!按照+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规定!城市普通中小学&农村中
心小学和普通中学应设置卫生室!按学
生人数$++)*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
人员% 然而我省部分城市学校有校医!

但都没有达到$++)*的标准! 绝大部分
学校没有配备校医!特别是农村学校%

胡娇雁代表建议!各市县根据实际
情况!可以兼职形式配备校医*教育部

门要协同卫生部门建立健全校医管理
制度等%

南国都市报记者.0日傍晚就此采
访了省卫生厅医政处负责人%该负责人
表示!我省有些学校校医的配备确实不
符合标准! 农村学校配备校医的少!目
前卫生部门正会同教育部门做这件事
情!规范全省的校医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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