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风采

是他们圆了“悬空老人”下楼梦想
人大代表19年接力推动申城加装电梯工作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山人大召开代表座

谈会

本报讯 2019年12月12日，宝

山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部分人大代表

座谈会，听取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出席会议并讲

话，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燕主

持会议。

座谈会上,代表们在听取了《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

稿）》介绍之后,一致认为报告客观

反映了区人大常委会2019年的工

作，重点突出、内容丰富。 代表们就

报告的有关内容、 文字表述等方面

提出了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还围绕

常委会工作以及代表、 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并提

出了具体建议。

青浦人大组织区人大

代表开展年终视察

本报讯 12月13?上午， 青浦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

年终视察， 聚焦青浦推进全面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

为民实事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

效，分四组赴9个点位实地察看城市

建设管理、社会民生事业、产业经济

升级、 乡村振兴和文化发展等方面

内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海民、

何强、赵宏林和125位区人大代表参

加视察。

崇明人大举行2019年

区情报告会

本报讯 12月11日下午， 崇明

区人大常委会在区会议中心202会

议室举行区情报告会， 邀请区委副

书记、 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政通报今

年区政府工作完成情况。 会议由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杰主持。

李政区长从今年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情况、 区政府实事项目和

重点工程进展情况、 重点任务推进

情况向全体代表作了报告。

全体区人大代表， 部分在崇市

人大代表，各乡镇人大副主席、人大

办负责人及区人大常委会全体机关

干部参加了会议。

松江人大赴中山街

道、泗泾镇调研

本报讯 12月5?和6?， ?江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飞云率人事

代表工作室有关人员分别赴中山街

道、泗泾镇调研。

在中山街道， 杨飞云一行实地

察看了商务区综治分中心、 中山工

业园e-life人才社区和中山街道人

大代表之家建设情况， 听取了中山

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及街道人大工委

工作情况汇报。

在泗泾镇， 杨飞云一行实地察

看了新凯地区敬老院和卫生中心、

体育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等配套设

施启用装修前情况， 听取了泗泾镇

经济社会发展及镇人大工作情况汇

报。

□黄浦人大供稿

黄浦区二届人大代表、 上海

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雯已履职 7 年， 她年近古稀却

依然神采奕奕。

1951 年出生在上海“老南

市” 的朱雯初中毕业后， 就插队

落户去了安徽省临泉县成为了一

名“知青”。 1976 年， 按政策朱

雯回到了上海， 她也是全国第一

批估价师。

顺应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需

要， 上世纪 90年代起， 朱雯就积

极投身到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

业。 20 多年里， 她领导完成了各

类房地产评估咨询项目 3000 多

项， 评估金额逾千亿元人民币，

她坚持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还一份真实客观公允给市场。

在成为人大代表后， 朱雯愈

感身上肩负重责。 再忙碌， 她都

坚持每个月抽空参加人大活动，

从专题培训到各类考察走访活动，

即了解民生， 又提升自我。

对于现在的年轻白领很多都

成了“低头党”， 朱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在一次人大专题会议

上， 她就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

建言： 要丰富白领的业余文化生

活， 通过举办楼宇运动会、 小型

音乐会等活动， 让“低头党” 告

别手机， 加强彼此沟通和对外交

流。 她说： “年轻人就要有年轻

人的朝气！ 整天埋头于手机， 不

仅暮气沉沉， 也影响身体健康！ 8

小时之外， 乒乓球、 羽毛球打起

来， 多学习、 勤充电， 考考行业

的证书也是好的， 多点朝气、 少

点荒废……” 这一建言， 得到了

多方呼应， 现在一些办公楼宇，

包括朱雯所在的办公楼宇之内，

都组织起了业余时间的“白领运

动会”， 热闹非凡。 看着年轻人的

笑脸， 她也格外开心。

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长者，

朱雯也关注着养老问题。 近年来，

黄浦区人口呈现出老龄化、 高龄

化的增长态势， 独居老人和纯老

家庭占比较高， 小型化、 空巢化

现象?益严重。 如何解决老年人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这一重大民生课题？ 借着一次调

研活动， 她深入了解了“长者照

护之家” 项目。 在这里， 老年人

可以解决三餐问题， 参加手工活

动、 做操， 还有驻站的医务人员

帮忙检查身体， 种种托付给第三

方专业力量的服务让老年人有了

依靠。 这让她倍感欣慰的同时，

也激起了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老

年人来说，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

同时，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

尤其是无子女的独居空巢老人，

机构养老之外， 还应通过政府引

导， 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志愿活动， 为老年人带去心

灵的慰藉。 她的建议也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重视。

诸如此类带着思考的建言不

断像火花一样闪现， 朱雯代表行

业、 代表人民， 抓住人大会议、

各类评议会、 与区长面对面等场

合， 不断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言。

去年 8 月底， 在区建管委工

作评议会上， 对旧区改造， 她坦

言： 旧屋拆迁后， 居民拿房， 往

往会迁往?江、 昆山等远郊， 对

习惯中心城区生活的居民来说，

不得不改变生活圈， 各种生活配

套也一时无法适应； 如果拿钱，

现有的补贴资金不够在中心城区

买房， 拿了钱又反悔、 拆了房又

不迁的现象也有发生……她提议

创设条件“原拆原还”， 把拆迁后

的居民区升级换代， 避免中心城

区人口过度导出问题， 也能解决

动迁产生的信访矛盾。 在与区长

面对面交流时， 她代表企业提出

希望提升对民营企业的关注度，

在企业陷入税收、 人力资源等运

营成本的困境时， 能及时关心，

助企业渡难关。 可喜的是今年全

国人大会议之后， 企业养老金的

缴费比例下调了， 让企业享受到

了降费政策的红利。

朱雯：做代表就要敢于“往前冲”

“电梯代表”的

17份建议

十三、 十四届人大代表曹兆

麟是第一位提出加装电梯的代表。

她说她的建议是许多老人沉甸甸

的心愿： 曾经一位来自浦东的 70

岁老人， 不下五次来到她的宝山

办公地只为老楼加装电梯之事；

还有一份呼吁加装电梯的居民来

信， 末尾是整整三页的签名； 一

位过世数年的高中校长， 弥留之

际再三嘱咐家人， 用自己的积蓄

为邻居们安装电梯……

带着老百姓的期盼， 曹兆麟

执着推进老旧公房加装电梯 ，

2010 年提出首份建议起， 两届内

共提出 17份建议， 还约见政府部

门负责人。

2017 年 1 月市十四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 曹兆麟提交了“关于

把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

作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建议”，

得到了与会 100多名代表的附议。

经过沟通交流， 代表们与相关政

府部门形成的共识是： 在深度老

龄化的上海，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是一项非常好的便民利民工

程， 让城市更有温度， 应加快推

进老旧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目前此项工作进展缓慢， 说明相

关的政策措施、 推进方式等还可

能存在不足。

代表们认为， 市政府部门应

该用改革的思维， 从解决老百姓

急难愁的根本属性上来定义市政

府的实事项目， 在下一步的调查

研究中， 提出切实有效的推进办

法。 代表们也相信， 随着本市旧

住房综合改造的推进， 特别是老

旧里弄改造基本完成后， 老旧多

层住宅的改造必然会成为下一步

城市更新的重点。

人大代表

合力推动政策出台

曹兆麟代表的努力， 也得到

了许多市人大代表的支持。 为老

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成为了 19

年来， 代表奔走的一个重要民生

话题。

此后， 来自浦东新区的市人

大代表徐红和来自闵行区的市人

大代表陈峻均提交了关于推进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代表意见。

陈峻进一步建议应将其列入上海

市“十三五规划” 的民生工程，

并列入上海市旧区改造规划。

这些努力推动了一系列政策

的出台。 2014 年初， 上海市政府

出台政策， 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项目给予施工金额 40%的补

贴， 最高每台不超过 24万元。

而在 2017 年 5 月 1 ?开始施

行的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 中， 也将“支持居民开展既

有居住建筑适老性改造” 写入了

条款。

据了解， 在十三、 十四届人

大代表在代表推动和常委会督促

下， 2013 年起政府不断完善加装

电梯政策， 审批事项从 46 项减少

到 15 项， 已经投入运行电梯 130

多台， 正在施工 100多台。

加装电梯

人大代表依然在接力

尽管人大代表不断变换， 但

推动加装电梯工作的“接力棒”

却始终未曾停止。 今年人代会期

间， 第十五届市人大代表、 上海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坚提交

了一份 《关于将老式多层公房加

装电梯作为市政府解决“老、 旧”

的重点实事项目的建议》。

他对加装电梯的调研一直持

续整个人代会期间。 得知上海第

一个为多层住宅装上电梯的美丽

园居民区， 最近又有两部电梯即

将竣工， 他便利用会议中午休息

时间， 赶往那里实地调研。 在代

表建议现场办理的会场， 他又找

到市房管局的负责人， 就加装电

梯的法律瓶颈问题进行了探讨。

吴坚认为， 影响加装电梯最

大的瓶颈， 就卡在“居民意见不

统一” 上面。 实际操作中， 因居

民所住楼层、 年龄、 经济条件等

诉求各异， 众口难调， 现阶段 2/

3 这道坎绝大多数小区和楼栋迈

不过去， 这使得再好的方案、 再

多的支持就都落了空。 他建议将

加装电梯工作政府列入实事工程

抓进度。 把老公房加装电梯列为

实事工程， 有“任务单”， 有“时

间表”， 落实到区， 下沉到块， 因

地制宜进行制度创新， 给予一定

的财政支持， 具体部门负责推进、

督促和落实。 同时， 加大宣传力

度， “成功案例” 一定要深入人

心， 鼓励全社会共同献策， 鼓励

各类企业积极参与。

尽管上海老旧公房加装电梯

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上

海人大代表的努力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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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

最深的城市， 也是拥有高楼

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对于

居住在老旧小区高层的老人

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下

楼渐渐成为了“奢望”。 因

此， 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

为悬空老人们最迫切的愿望。

12 月 19 日， 上海市住

建委、 房管局等 10 部门联

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的若干意见》， 取消了本楼幢

业主同意的“一票否决”、 最

高补贴从 24 万元增加到 28

万元、 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支付电梯建设资金…这

一系列新政的推出， 也让上

海老旧公房加装电梯工作走

上了“快车道”。

这一切都离不开上海三

届人大代表 19 年来的推动

与落实， 正是有了他们的不

懈努力， 才让越来越多“悬

空老人” 有机会走下高楼。

市人大代表在爱建小区调研老旧小区安装电梯 记者 王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