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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街道
“代表约见”
制度疏通听取民意诉求“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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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
“三级平台”
最大限度缩短人大代表与选民距离。

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主动作为
——浦东新区街镇人大工作探索与实践选粹

花木街道人大工委

“约见制度”聚能量
“履职尽责”促民生
在花木街道，有一个
“代表约见”制度，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居民有问题，都
可以
“约见”选区的人大代表反映问题。迄
今已开展了 60 场次接待和专题会商，20 位
代表接待了 530 余名选民，收集意见建议
百余条。
花木街道现有区人大代表 19 名，分布
在 10 个选区，还有联系花木街道的市人大
代表 5 名。自 2017 年起，街道人大工委设
立“代表之家”服务窗口，配备 2 名联络员
负责日常接待工作。同年 5 月份起，又建
立“代表约见”制度，固定每月 10 日安排人
大代表在接待室与社区各界群众见面互
动。每次的“约见”确定一个主题，让人大
代表倾听诉求、了解情况、解答疑问、收集
建议，并及时反映群众诉求，尤其是老百姓
的
“急难愁盼”问题。
“几年来，通过‘代表约见’制度相继解
决了联洋社区公交候车亭、
小区出入口黄实
线挡道、
世纪公园健身步道设施完善等多项
老百姓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花木街道党
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杨绣兰说，比如前
几年，通过
“代表约见”平台，韩玉梅代表了
解到联洋居民
“出行难”
的问题，
通过实地踩
点后，积极向上反映。建议提出后，新区建
交委多次下社区调研、共同商榷解题之道。
最终推动花木 1 路在地铁 7 号线 5 号出口处
增加一个站点，即
“梅花路芳甸路”站，居民
可通过花木 1 路直接换乘地铁 2 号线、7 号
线、
9号线，
解决了居民出行的
“大问题”
。
为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感受度，
“代表约
见”场所由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延伸至基层
一线的六大社区和 52 个居委的站点窗口
上，使代表更接地气、更近民意、更暖民
心。与此同时，
“约见制度”从线下拓展至
线上，居民通过电话、公众号等方式联系，
形成微信约见、电话约见、窗口约见等多样
化形式，从而疏通听取民意诉求“最后一
米”
和代表履职
“最后一公里”
的渠道。

潍坊新村街道人大工委

楼宇
“代表之家”
助力代表履职
潍坊新村街道地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众多楼宇企业、
驻区单位
“大杂居、
小聚居”
，
总体分散、
局部集中。人大工作怎么做？潍
坊新村街道人大工委坚持“选民在哪里、代
表就服务到哪里”，通过建设东、中、西三个
片区的楼宇人大代表联络站，
搭建起代表密
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常态化平台，
进一步拉近
了代表与选民的距离，
有效推动了人大工作
走进商圈楼宇、
面向白领选民。
2019 年 6 月 28 日，潍坊新村街道辖区
首个楼宇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双鸽大厦建成
运营，辐射周边宝钢大厦、城建国际中心等
18 幢楼宇。自运营以来，楼宇人大代表联
络站内代表接待议事、选民服务活动等一
系列安排充实丰富，不仅吸引着代表和选
民热情、广泛参与，更延伸人大工作触角，
有效加强了楼宇人大工作。每月 10 日，人
大代表在联络站轮流接待选民、了解回应
群众关切，而每两个月，代表们则会在联络

加强区、镇两级人大建设，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是浦东新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浦东人大深入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全过程民主”理念，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依法有效行使职权，不
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出积极贡献。
人大既是代表机关，也是民意机关。在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各街镇人大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发挥代表主
体作用，选择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支持
和监督力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更好守护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 蔡丽萍

建议。为解决该区域的积水问题，2016 年
惠南镇党委、政府将新建福汇新村雨水泵
站纳入当年“实事项目”，在泵站建设完成
后，福汇新村区域的积水问题基本解决，但
在暴雨时还有零星点位仍有积水。
针对这一问题，镇人大代表继续查找
原因、出谋划策，发现零星积水存在是由于
原雨水管道过小、雨水管道缺乏保养并堵
塞造成排水不畅。2020 年，镇党委、政府
再次将福汇一村积水点改造纳入“实事项
目”，通过更换管道、扩大管径，彻底解决了
福汇一村的积水问题，居民们在台风暴雨
天也可以安心入眠。
2020 年 ，为 进 一 步 完 善 这 一 工 作 制
度，镇人大将票决制度的覆盖范围增加到
了实事项目和重大工程两大类。惠南镇人
大主席张骅程表示，人大代表票决制度，是
基层民主机制创新，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有益尝试，使项目的遴选过程更贴近民
生、符合民意，在推进“实事项目”的过程
中，人大、政府、群众形成良性互动，人大监
督由
“事后”变为
“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
程监督，
提升了监督实效。

金桥镇人大

提升代表之家功能
推进服务代表履职智能化

潍坊新村街道楼宇代表联络站成为代表履职
“议事厅”。
站通报选民问题处理情况、开展议事协商
作的一张特色名片。
联系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让
的双月会诊机制。
桃园社区憩园广场坐落在三个大型居
人大代表从有限的会场和视察调研活动深
街道的楼宇人大代表联络站还实现与
民小区和一个商圈中间，每天聚集着近百
入到选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为选民
党群服务站、楼宇“家门口”服务站有机融
人从早上四五点到晚上八九点在这里修身
代言，
为群众发声。
合，立足党群、政务、生活等七大类服务内
养性、强身健体，由于人流量大、活动时间
惠南镇人大
容，开展丰富多彩、选民喜闻乐见的活动。 等因素导致噪声扰民现象。后来在桃园社
联络站不仅成为各类活动的聚集地，
更逐渐
区党委、
“张玉英人大代表工作室”等各方
不断完善“实事项目和
变成代表服务的“窗口”。比如担任区人大
的共同推动下，广场实现了功能升级，丰富
代表的社区卫生中心主任唐岚，
带领医生组
了健身设施，还通过安装噪音分贝监测仪，
重大工程”
代表票决制度
建
“健康进社区”
团队，
不仅在楼宇代表联络
实时监测广场舞音量，人大代表、党员代表
站开展公益医疗活动，更在白领提出需求
等还组成了桃园社区“快乐巡防志愿者服
“实事项目”是政府部门服务民生的重
多、距离联络站较远的楼宇开展送服务
“上
务队”，通过加强宣传、巡查、走访，形成长
要抓手，在惠南镇，
“实事项目”不单纯由政
门”
。通过将健康养生、
金融科普、
税务政策
效机制，
治理广场舞扰民。
府 说 了 算 ，而 是 由 人 大 代 表 来“ 点 菜 定
解答等服务项目送进楼宇，
让便民服务更加
“我们工作室通过四年的实践运行，在
单”。惠南镇人大通过探索实行“实事项目
便民，
人大工作更加深入楼宇社区。
面向社区、
联系选民、
搭建平台、
服务百姓等
和重大工程”人大代表票决制度，使实事项
潍坊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
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工作室的设
目更贴近民生、符合民意，进一步增强人大
主任樊政红表示，通过各种持续开展的服
立，
最大限度缩短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群众的
工作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务活动，楼宇代表联络站逐渐成为代表能
距离，
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服务选民、
发挥
早在 2003 年 10 月，在镇党委的支持
力提升的“加油站”、履职尽责的“议事厅” 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
张玉英自豪地说。
下，在镇政府的配合下，惠南镇人大就开始
和为民服务的“连心桥”，今后将动员更多
除了“张玉英人大代表工作室”，目前
试行实事工程代表票决制度，并延续到现
社区力量将联络站作为参与治理、互动共
周浦镇已建设镇一级人大代表之家 1 个
在。推进中，镇人大根据项目的归属，将
享的
“舞台”，形成与人大工作同频共振、同
（三级代表活动中心），二级平台为 10 个 “实事项目”划分为“农字号”
“ 城字号”和
向发力的良好氛围。
“村人大代表之家”、7 个“社区人大代表接 “民字号”三类，从代表中选取若干名成员，
待室”，三级平台为 2 个人大代表工作室、1
成立三个专题督查组，分别对农村建设发
周浦镇人大
个人大代表微之家、1 个企业代表联络站
展类、城市建设发展类和民生问题类的
“实
及线上
“人大代表之家”。周浦镇人大通过
事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在镇人大的推
三级平台
完善“三级平台”的建设，使之成为人大代
动下，
一个个项目落到了实处。
表履职尽责的
“加油站”
、
反映社情民意的
福汇新村位于沪南公路以南、
英墩路
搭建人大
“成长阶梯”
“听诊器”、为民服务的“连心桥”、改进工作
以东，由于建造时地势较低，遇到暴雨和台
在周浦镇有一家以代表命名的“张玉
的
“助推器”和化解矛盾的
“减压阀”
。
风天，积水往往要到成年人的大腿部，一楼
英人大代表工作室”，由人大代表张玉英牵
周浦镇人大主席蔡赞石说，自建立“三
的居民经常叫苦不迭。小区居民多次向人
头，辅之以志愿者及专业团队，365 天直面
级平台”后，人大代表通过亮身份的方式， 大代表反映，人大代表多次深入实地调研，
选民，成为周浦镇人大代表“三级平台”工
让选民掌握辖区内代表信息，畅通了沟通
提出将福缘路积水点改造纳入实事工程的

在金桥镇，通过镇城运中心的“一键轮
巡”模块智能连接，人大代表来到“代表之
家”
，
就可以通过实时的视频链接，
进行线上
监督活动，同时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建议
并实时发送到镇城运中心，形成意见投诉
处置工单，由镇城运中心根据相关工作流
程跟踪解决，
代表可以随时跟踪工单进度。
金桥镇有区人大代表 6 名，镇人大代
表 55 名，镇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有村
居委的干部，也有企业的骨干。金桥镇人
大发现，近年来，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
权、履行代表义务，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发
挥了联系选民、依法监督、桥梁纽带的作
用。但是在日常的代表工作中，还存在代
表履职状态与人大工作要求存在不相适
应，代表个体素质与履职任务要求存在不
相适应，代表履职激励机制与主体作用发
挥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
在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镇人大积
极运用智能化手段对镇人大“代表之家”的
功能做进一步提升，通过链接“一网统管平
台”，实现代表履职智能化。除了通过“一
键轮巡”实现“监督随时看”之外，镇“代表
之家”和已建成的“代表联系点”
“代表联络
站”可以实现视频连接，代表与选民进行视
频互动、
交流，
随时倾听选民心声，
。
另外，镇人大还将金桥镇财政预算系
统和镇“代表之家”的智慧履职系统连通，
通过智慧履职系统，代表可以随时查看和
监督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代表履职“管
理模块”则可以分门别类记录和管理，建立
人大代表的履职档案
“数据库”
。
金桥镇人大主席高洪表示，把
“代表之
家”
建成
“镇人大代表履职云平台”
，
融服务、
管理、联系代表于一体，与区人大相关系统
互联互通，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代表履职意识
和履职能力，
督促代表自觉接受选民评议监
督。同时，也为镇人大更好地服务代表履
职，提供全面的数字化依据，促进代表自我
管理和镇人大服务代表水平的
“双提升”
。
(本版图片由浦东人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