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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人大常委会召开“四史”学

习交流会暨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5 ? 29 日，松江区人大常委会召

开“四史”学习交流会暨主题党日活动。 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唐海东出席会议并作主旨交流。

唐海东强调，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是坚持

党的领导、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是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探索的需要，是坚持“四个自信”

特别是坚持制度自信的需要， 是提高各级干部

执政能力的需要，是践行党的宗旨、努力为人民

服务的需要。 他指出，要坚持效果导向，力求学

史以明理、学史以启智、学史以知责、学史以砺

能、学史以正风，确保真正实现“四史”学习教育

目的。

会上，王建峰、沈茜、罗嗣炬、顾逸程四位同

志分别围绕各自的学习体会作了交流发言，并

观看纪录片《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青浦人大召开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执法检查和议案办理工作会议

本报讯 5 ? 29 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召

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和议案

办理工作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明福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宏林主持，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顾骏出席。

会上，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通报了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条例》执法检查和议案

办理工作方案， 徐泾镇人大交流了开展联动执

法检查的有关工作安排， 区绿化市容局汇报了

青浦区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工作和垃圾

分类工作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办理情况，盈

浦街道办事处汇报了贯彻实施《条例》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嘉定工业区管委

会立法联系点成立专家顾问团

本报讯 4 ? 21 日， 嘉定工业区管委会

成功入选全市第二批基层立法联系点。 嘉定工

业区党工委、 管委会、 人大工委高度重视， 迅

速成立领导小组， 确定“1+6+X” 工作架构，

同时， 积极组建专家顾问团并于 5 ? 22 日下

午正式成立。

成立仪式上， 嘉定工业区党工委书记、 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徐嵘宣读了关于成立专家顾问

团的决定， 嘉定工业区人大工委主任谈亚芬对

联系点工作推进情况作了介绍。

当天， 专家顾问团成员就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工作进行了研讨， 提出了相关意见和

建议。

黄浦人大赴区滨江办开展调研

本报讯 5 ? 14 日，?浦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韩顺芳率专题调研组成员，赴区滨

江办，就?浦滨江岸线一体化管理开展调研。

在调研座谈会上， 区建管委、 滨江办主要

负责人围绕区滨江办机构沿革和主要职责、 ?

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贯通、 景观提升、 配套完

善以及开放管理等工作及存在的瓶颈、 难题作

了工作汇报， 并提出了在法规支撑、 管理标

准、 机制完善等方面的想法和建议。 与会人员

对如何进一步推动?浦滨江公共空间更高质量

建设管理、 拓展公共空间功能布局、 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和活力等方面， 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

探讨。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区人大城建环保

委， 区建管委、 滨江办以及外滩投资集团下属

管理公司负责人和调研组专家参加调研。

□浦东人大供稿

“为他们点赞！ ”浦东新区人大代表高

德贵提出的《关于增设张杨路福山路公交

站车亭的建议》，办理工作已经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在收到这份代表建议后，区建交委

加紧协调、施工，赶在今年夏天酷暑前，为

张杨路福山路公交站竖起了一座候车亭，

为乘客遮阳挡雨。

高德贵等区人大代表在走访社区时，

听到不少人反映：张杨路福山路（南）的公

交站点，有10条线路的公交车同站停靠，是

大型的港湾式站台。 长期以来由于站台上

缺少候车亭，周边居民、上班族和过往乘客

意见不小。

“收到这些反映后，我们就到现场实地

察看，发现情况确实如此。”高德贵说，尤其

是在恶劣天气时和对特殊人群来说， 在这

里候车实在难熬，“我们在现场还观察到，

现场的人行道上有足够的宽度可以设置候

车亭，完全具备安装条件。 ”

于是， 在浦东新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高德贵、丁文辉、姜海亮、章煦春4位区

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增设张杨路福

山路公交站车亭的建议》，希望区政府协调

建交委和公交等相关部门，急群众所急，想

群众所想，尽早把候车亭安装到位，让过往

乘客能够躲雨、避晒、小憩，感受到更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收到代表建议后， 区建交委迅速进

行了现场踏勘。据了解，张杨路福山路位

于世纪大道旁，北侧已建有公交候车亭，

南侧位于百联购物中心门口， 现有电子

站亭2座， 停靠线路为783路、785路、790

路、961路、 隧道三线、639路、775路、130

路、961路区间、169路、219路等10余条公

交线路。

原来这一站点在百联购物中心建造前

曾建有公交候车亭，2015年为配合该处施

工，站点临时搬迁至福山路东侧，候车亭亦

同步搬迁。百联购物中心建成后，该站点的

公交候车亭建设工作列入了当年计划，但

由于召开进博会等因素， 耽搁了公交候车

亭建设进度。

“今年年初，该点位列入了2019年浦东

新区候车亭建设计划， 已进入道路开挖审

批阶段，待得到施工许可后，建设单位即可

进场施工建设， 预计2019年下半年能完成

该点位的候车亭建设工作。”区建交委在回

复代表时表示，之后更是急事急办，赶在大

热天前解决了这个民生问题。

高德贵：为乘客撑起遮阳“伞”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街道办事处处于行政的末端和基层的

顶端， 也是联结政府与百姓最基础的桥

梁。 街道事务处理的就是百姓事务，2016

年 11? 1日实施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

例》从法律上为基层治理减负、赋权、增能。

《条例》实施 3年多来，效果如何？街道基层

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些困扰？日前，市人大常

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来到浦东

新区就《条例》进行执法检查。

基层力量亟待充盈

与会的街道工作人员都有着同样的感

受， 从条例修订实施以来， 对进一步规范

政府职能，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化、 法

治化、 透明化、 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保障作

用， 有效推动了法治政府、 服务政府、 责

任政府的建设。

同时， 许多街道按照条例的要求推动

自治共治， 搭建平台激发基层活力， 通过

居民区党建引领三架马车， 尤其是发挥了

居民自治的作用。 然而， 基层力量缺乏依

旧是困扰许多街道的难题。

“目前居民们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

要求， 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 现有的基层

力量捉襟见肘。”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办事

处主任康向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街道

所面临的问题。

康向清介绍， 洋泾街道有围墙内与围

墙外的“两张图”，辖区内 116 个小区就是

围墙内的一张图，围墙里面的图就是房态。

辖区里面所有的街道， 楼宇就是围墙外的

一张图。“整个城区管理内容非常多，仅仅

道路就有 36条，但我们的编制只有 36 人。

而城管队员不仅仅是巡街， 还要办很多案

子。”康向清表示，尽管通过智能化，信息化

化手段能缓解一部分压力， 但对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要求来说， 人员依然不足。

信息共享共用程度不足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弘

亮指出， 街道承担大量基础信息的采集工

作， 但却无法与相关条线部门共享数据，

尤其是人口、 房屋等关乎社会治理的关键

信息， 他希望相关条线部门能够向街道进

一步放开权限， 加大信息共享共用力度。

他以街道目前在银桥等居民区探索建

设社会治理联勤联动微平台举例， 平台力

求推动跨部门、 跨层级的组织联建、 力量

联合、 信息联通、 工作联动、 治理联手，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进

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但在微平台建设过程中， 人口数据等

无法与公安“两个实有”系统实时联动，致

使无法共享信息。 尽管浦东新区正在打造

区级大数据中心， 通过大数据中心统一归

集各条口管理数据信息， 实现统一有序的

开放共享，但目前还在深化推进中，如区地

工委家门口服务智能化信息系统与区城运

中心信息系统没有横向联通， 致使有关管

理数据还无法真正实现实时的共享共用。

虽然条例在相关条款中以“应当” 明

确了条线业务部门的职责， 但杨宏亮建议

进一步强化条款执行的刚性约束， 细化强

化职责落实和执行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明

确加大基础信息共享共用力度， 优化机要

信息开放协调流程， 破解信息“孤岛效

应”， 实现数据“一网联通”。

敲章细则还需细化

市人大代表朱思欢同时也是虹口区欧

阳路街道紫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她表

示， 敲章问题一直是社区工作的难题。

她谈起此次疫情期间的盖章问题。

“居民从外地回到社区， 居家隔离之后要

复工复产了， 单位要求他出具在社区隔离

完的复工证明， 要由居委盖上 14 天隔离

的证章以证明。 或者居民回湖北， 还要居

民区出具一个证明。” 朱思欢说， “这盖

章盖下去要很慎重， 有的时候一个章盖下

去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朱思欢表示，

居民区盖章也需要讲究情与法的关系。 在

她看来， 对于居民区盖章问题， 用章使用

说明应当更具体， 她希望能有一个操作性

更强的用章使用细则。 “毕竟现在用章说

明是 2016 年实施的， 时间较为久远， 因

此我希望能依据现实情况， 及时更新用章

说明”， 朱思欢说。

进一步丰富社会组织培育方式

条例明确允许街道扶持社会组织发

展， 通过合作， 购买服务等方式将适合社

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承接的公共服务

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 对此， 浦东新区

金杨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建东认为此举促进

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 也使得整个街道

的社区工作更具专业性。 但是同时也会导

致一些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资源而缺乏自主

创新的能力， 因此在这方面机制上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

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秘

书长林怡琼介绍， 截至今年 5 ? 31 日，

浦东新区社会组织总数已超过 2400 家，

约占上海市社会组织总量的七分之一， 社

区社会组织 578家。 今年疫情发生后， 浦

东新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疫情防控， 复工复

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 不同阶段的社

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 参与基层治理

中， 会遇到各种问题或瓶颈。 如好的人才

留不住等。 各组织发展不均衡。

同时， 政府购买服务往往存在不持

续、 不确定性。 为了让社会组织更好参与

社区治理， 林怡琼建议， 各街道层面也应

建立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顶层设

计， 避免项目“一年一定” 的尴尬情况。

枫林街道邻里会举办的垃圾分类宣传 记者 王湧 摄（资料照片）

人手紧缺

信息孤岛

敲章两难

市人大开展《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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