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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任务履行职能

凝心聚力 履职尽责 推动发展
——2017 年浦东新区人大工作综述

▲新区人大代表年末集中视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中）带队视察中小河道整治。
□记者 朱泉春 摄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蔡丽萍

2017 年，是新一届人大全面依法履职的第一年。一年来，在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区“2+2+2+1”中心任
务履行职能，紧紧依靠全体代表发挥作用，秉承传统、真诚为民、服务
大局，始终保持各项工作的连续性、开拓性，努力起好步、开好局，为浦
东新起点实现新突破、
新阶段开创新局面积极作为。

行使职权推进法治建设
2017 年 7 月 28 日的区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
依法作出《关于加快法治政府建
设的决定》。
《决定》聚焦决策科学、执行坚
决、监督有力，提出以法治引领、规范和保
障政府行为等一系列举措，努力推动把政
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年内，区人大常委会连续开展食品安
全、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道路交通等 4
项执法检查，推动遵法守法、规范执法，依
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服务保障中心工作有
力有序开展
一年来，
区人大常委会强化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
专题听取自贸试验区
建设推进情况报告，对加快建设科创中心
核心功能区决定的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推动浦东高起点总体规划编制和出台
更高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推动中小河道、
“五违四必”
整治，
监督
防范金融领域风险，对食品安全、环境保
护、
审计整改组织开展 3 次专题询问，
持续
强化监督刚性，
增强监督实效。

深化预算审查监督
管好
“钱袋子”
2017 年 8 月启动的 2018 年度预算编
制“会前征询”工作，首次将预算编制“会
前征询”从“二上”提前至“一上”，首次从
区级部门向街道延伸，督促强化统筹，聚
焦重点和民生；启动全市首批预算联网监
督试点，累计审查报送规范性文件 12 件，
推动政府做好对文件出台前的合法性审
查，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加强镇级预算
审查监督的指导意见》；将预算公开纳入
监督，即将召开的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将
首次推出预算简明读本，为代表解读预算
报告提供便利。

市人大代表选举圆满
顺利
去年 12 月 13 日，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 124 名市人大代表，12 月 27 日

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确认代表资格有
效，
新一届市人大代表踏上履职之路。

“人大代表之家”搭建
联系选民桥梁
作为代表的活动阵地、代表交流的平
台、
服务群众的窗口，
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推
进
“人大代表之家”
建设。
“人大代表之家”建设过程中，区人大
常委会着眼更好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注重
共建共享，
把
“代表之家”
建设融入全区
“家
门口”服务体系和党建服务中心建设之
中。在各个街镇和开发区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全区已设立 923 个
“代表之家”
及联络
点，初步实现街镇及开发区、社区、居村三
级全覆盖；注重线上线下结合，代表履职
APP 得到广泛运用，
通过倾听民意、
提出建
议、深化监督、惠及群众，进一步强化了代
表的身份认同和履职责任，初步搭建起了
联系选民的新桥梁、
代表履职的新平台。

代表建议督办推动解
决民生难题

健全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机制，区
人大全年先后组织 2000 多人次代表，
参加
会议审议、
执法检查、
专题调研、
预算审查、
视察等常委会的各项履职活动；结合代表
年终大视察，
强化问题导向，
组织代表找短
板、找不足，实现了“看、听、议”结合，努力
推动城市建设管理迈向精细化，实事工程
更好惠民生。

创设代表知情知政新
平台
区人大常委会始终努力为代表履职
创造条件，针对代表提出的知情知政渠道
不多、
形式较单一等呼声，
去年 12 月 22 日，
区人大常委会首次举办代表知情知政专题
沟通会，邀请教育行政部门与人大代表面
对面，就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工作进行沟
通。通过代表与政府部门面对面，区人大
常委会探索了人大搭台、
代表参与、
双向互
动、共商民生的新机制，以民主促民生，以
沟通聚合力。

调研先行提高履职基本功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表
先后提出 230 件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区
人大常委会督促政府把代表建议办好办
实，
年初一起部署，
明确将办理工作作为常
务会议每年度首项议题，把市代表建议一
并纳入，并对 9 件重点件实行人大和政府
领导
“双牵头”
。
年内区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审议，开
展三次集中督办，
在政府重视和努力下，
代
表建议办理解决率从以往的 55%左右提高
到 60% ，代 表 对 结 果 的 满 意 率 提 高 到
84.7%，涉及水环境治理、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等一批难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区人大常委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坚持开展调查研究，把调研
作为提高履职能力的基本功，作为提升审
议质量的基础环节。
2017 年二季度，常委会班子成员带
队，
对 36 个街镇和 3 个开发区集中走访，
了
解基层在推进重点工作和民生工作中的
“急难愁”
问题，
提出 44 项建议，
引起区委、
区政府重视。年内，班子成员牵头开展了
7 项重点课题调研，涉及法治建设、预算监
督、
城乡融合、
代表之家、
环境整治、
公共文
化、信息化等各个领域，并结合监督工作、
制度建设实现成果转化。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积
极履职

人大工作信息化迈出
新步伐

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区人大常委
会紧紧依靠代表开展工作。围绕提升能
力，对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各级人大工作者
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围绕知情知政，每季
度举办报告会，
区人大邀请区委、
区政府负
责人，通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科创中心
建设、
审批制度改革等工作进展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注重以信息化提升工
作效能，统筹推进人大工作信息化“一号、
二网、三系统”建设。目前，
“浦东人大”微
信公众号已上线运行，
人大门户网站改版、
机关办公 OA 网向政务云迁移已顺利完
成，代表建议办理系统、电子阅文系统、信
访办理系统已初步建成。

聚焦重点领域传递民情
人大代表建议选登
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及闭会期间，
区
人大代表围绕浦东发展大局，
聚焦民生保
障重点领域，
积极反映民声，
传递民情，
提
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新区政府各
承办单位有力有序推进办理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230 件代表建议已全
部办复，代表建议办理解决率从以往的
55%左右提高到 60%，代表对结果的满意
率提高到 84.7%。现选取三个质量高、政
府承办部门办理成效好的代表建议，
展现
代表履职实效。

集聚发展，
将具有江南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资源导入新场，作为区级文化展示阵地，
集中展示浦东乃至上海、长三角的非遗成
果；
建议区级层面对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在
运营资金或补贴办法上有所考虑，
对非遗
传承基地等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盐文化
是新场历史文化的根和魂，
建议相关部门
将此列为文化重点支持项目，
在新场建盐
文化博物馆，
将《熬波图》列为非遗项目。
代表们的建议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
回应，区文广局回复表示，已会同浦开集
团、新场镇研究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强化中小河道综合整 展示馆落地事宜；积极支持开展特色民宿
试点，建设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通过
治长效管理
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
支持新场古镇开
展
“桃园水乡千年盐都古镇文化体验季”、
姚宏、蒋亚珍代表在走访中发现，污 “春到古镇海上书画名家作品巡展”
“328
水纳管工程在发挥效能上还存在一些不
民俗古镇嘉年华”等活动；计划在新场镇
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存在资金高投入、 集聚浦东非遗资源，
将优秀文化和文创产
使用低效能，
以及质量监管和维护使用不
业相融合，
为新场镇特色小镇建设注入文
到位等现象。
化内涵。拟选址合适场地建非遗展示馆，
代表们提出《关于加强农村中小河道
展示非遗特色项目、古镇历史文化等内
综合整治工作的建议》，建议区、镇、村三
容。
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谋划排污纳
管、黑臭河道整治等重点项目，合理使用
传递百姓呼声 推动
资金；标本兼治提高工程质量，认真梳理
解决
“急难愁”
问题
当前基层水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因地
制宜、因村制宜，加快推进水环境处理系
统建设进度；落实“管治结合”长效机制，
高德贵等代表们在走访时了解到，
针
通过建、养、护
“三位一体”，健全和完善中
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
区政府
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动态管理机制。
和街道也在进行联合综合治理，
由于面广
代表的建议与政府重点工作不谋而
量大，
街道每年挤出的预算远远不能满足
合，
去年浦东加大力度推进中小河道综合
提升改造的需求。面对老旧小区历史遗
整治工作，为加强项目质量管理，制定了
留的客观现状，
面对广大居民的迫切盼望
“拆违、疏浚、清障、面洁、岸绿、截污、水达
和强烈诉求，代表们提出《潍坊新村街道
标”的整治标准和《浦东新区城乡中小河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应加快步伐》的建
道综合整治工程验收管理办法》；科学谋
议，建议新区政府应该在财力上加大资
划合理投入资金，752 条段城乡中小河
助，在安排实施上能加快进度，尽早尽快
道，
由区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指挥部统
解决这一长期扰民困民的民生问题，
让潍
一实施治理，区财政全额承担工程费用； 坊社区广大居民切实共享改革开放的幸
在落实
“管治结合”长效机制方面，
通过采
福成果。
取控源截污等工程性措施，建管并举，治
新区建交委回复表示，已形成《关于
污截污齐步走；同时，加快推进新区河长
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十三五”初期和
制工作开展，落实河道长效管理，与浦东
2017 年旧住房修缮改造实施方案》。
“十
E 家园、网格化管理等信息化手段相结
三五”期间，新区将推进实施各类旧住房
合，
务求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作出回应。
改造计划 1130 万平方米，每年计划投入
区级财力资金 3 亿元。
针对潍坊街道老旧住房的实际情况，
传承非遗 保护历史
已下达 2017 年旧住房综合整新第一批计
文化根脉
划，潍坊街道共涉及老旧小区 14.5 万平方
米，投入区级财力资金 3628 万元，并在张
新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非
家浜等地区开展整街坊示范型改造试点
遗资源丰富，俞玲、张韵、程惠瑛、金春红
工作，
希望通过
“十三五”期间的修缮改造
代表提出《关于在新场设立区级非遗基地
计划，进一步解决房屋结构损坏、屋面墙
（街区）的建议》。
面渗水、道路积水及破损等“急难愁”问
代表们建议争取文化资源集中导入、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