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2021 年 “全国两会” 召开在即。

同为法律工作从业者， 两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 黄绮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着修改、 “打磨” 今年会上准备提交的一批提案。

勤调研、 多 “打磨”， 这是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们递交 “委员作业” 的一致风格。

记者在翻看 2020 年全国两会递交提案清单时发现， 吕红兵及黄绮两名委员递交提案数分别为 11 ?、 6 ?， 且多个提案被采用， 均属于 “高质高产”

委员。 今年， 他们又将目光聚焦在加强调解立法、 民法典落地实施、 创新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提升八五普法成效等诸多 “专业” 及社会民生领域。

“将本职工作、 专业研究领域、 政协委员履职三者密切结合， 事半功倍、 相互促进， 如此才能更好地对法治建设作贡献， 对参政议政作贡献。” 吕红兵

说。

上海市政协介绍， 一年来，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以下简称 “委员”） 积极发挥委员 “三个” 作用， 紧扣中心大局、 主动担当作为， 坚持双向发力、 认真

履职尽责， 为国家和上海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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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一年间

勤调研多“打磨” 交出高质“作业”

记者从上海市政协了解到， 一年来， 在

沪全国政协委员出 （列） 席上海市政协各项

履职活动 1200 余人次。 81 名委员向全国政

协提交提案 244 件； 21 名委员向上海市政

协提交提案 51 件； 49 名委员向上海市政协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393 篇， 被采用编报 274

篇， 其中 61 篇被全国政协采用， 21 篇被转

送国务院相关部委。

此外， 王煜委员荣获 2020 年全国脱贫

攻坚奖， 辛丽丽、 葛均波 2 名委员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 王煜、 王均金、

吴凡 3 名委员荣获“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吴焕淦、 茅善

玉 2 名委员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称

号。

委员们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体现

责任担当； 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及活动，

发挥主体作用； 积极参加上海市政协履职活

动， 贡献智慧力量。

在参加在沪协同视察方面， 在沪全国政

协委员还就“建设高素质创新型高校教师队

伍” 主题开展协同视察， 并组建视察团， 50

名委员先后赴复旦大学等 3 所高校实地视

察， 与部分高校负责同志、 教师代表分别座

谈， 专题听取 5家相关单位汇报。 经过深入

视察， 充分协商， 形成协同视察报告。 通过

视频会议向全国政协领导汇报， 并与相关部

委同志互动交流。

如今，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时

间”。 据悉， 今年将有 102 名在沪全国政协

委员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他

们将带着参政议政的使命与责任， 积极履

职， 踊跃建言， 交出高质量履职答卷。

“对我来说， 这一年很重要的一个履职工

作， 就是担任了全国政协‘学习民法典’ 读书

群群主。” 被问及这一年的履职“作业” 时，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

长、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告

诉记者。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

要讲话精神， 2020 年 7 月 3 日， 全国政协社

法委在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开设了“学习民法

典” 读书群， 组织委员们在群内学习、 讨论、

交流。 吕红兵成为这一读书群的群主。 全国政

协的领导也入群参加学习和发言。

“民法典是国家实力的宣言书。” 在吕红

兵看来， 作为政协委员中的法律工作者， 要学

深悟透民法典， 主动担当普法职责， 做宣传和

推进实施民法典的表率， 这是一项重要的履职

使命任务， 也是应有之义。

在读书群里普及民法典成为群主吕红兵每

日必做的功课。 从第一条“立法原则” 到第一

千两百六十条， 委员们一条条学、 一款款读，

七大编加附则， 84 章、 1260 条， 10 余万字，

学习了很多、 研究了很久、 收获很丰厚。

在全国政协社法委统一安排下， 吕红兵还

与黄绮等其他多名从事法律工作的委员共同组

成了导读小组， 分别负责不同主题板块， 通过

条款与案例相结合，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导

读学习。 同时， 注重通过提问的方式和讨论的

环节， 增强与委员们的互动， 在问与答之中对

法律重点问题增强共识。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最终达到了良

好的学习效果， 也得到了全国政协的肯定。”

吕红兵说。

“民法典从来不是法学家的事， 也不应由

法官和律师独享， 它应该走进千家万户， 来到

每个人的身边， 陪伴其一生、 守护其一世。 全

民守法既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形式， 更是法治建

设的终极内容。” 因此， 除了担当“群主”， 吕

红兵还主动担当普法职责， 走进上海静安区南

京西路街道等社区、 走进市司法局等政府机

关， 现场说“法”， 积极助力这一“社会生活

百科全书” 更好激发社会活力。

在担当群主与民法典普法责任的过程中，

吕红兵又思考“酝酿” 出了新的提案“作业”，

为民法典更好落地实施建言献策， 并准备在即

将到来的 2021年“全国两会” 上提交。

除此之外， 吕红兵还准备了多件提案。 分

别涉及建议制定统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

法》、 进一步修订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 创新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创新

健全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等等方面。

从区政协委员到市政协委员再到全国政协

委员， 在 20 多年的委员履职经历中， 吕红兵

几乎每年谈的话题、 提的提案， 都离不开法治

建设， 包括经过 10 年努力呼吁上海金融法院

的设立， 包括证券法完善、 投资者权益保护，

等等， 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

智慧与力量。

“将本职工作、 专业研究领域、 政协委员

履职三者密切结合， 事半功倍、 相互促进， 如

此才能更好地对法治建设作贡献， 对参政议政

作贡献。” 吕红兵说。

同样在忙着为自己的提案和建言做最后

“打磨” 的， 还有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

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

作为一名法学学者和律师， 黄绮一直关

注社会民生领域， “不调查、 不发言” 是她

坚持的原则。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完善涉性侵违法犯

罪人员的从业限制制度； 尽快修订野生动

物保护“正面清单” 的建议； 社会治理中

加强个人信息数据采集与管理； 加大为自

闭症患儿家庭及服务机构提供政策支持

……这些都是黄绮去年提交的提案。 其中，

多件提案被采用并得到相关部委回复、 落

地。

每一件提案， 黄绮都要基于大量走访调

研， 坚持用数据说话， 融入自己的思考。 今

年两会， 她准备递交的一份关于八五普法的

提案亦如此。

2020 年 10 月， 全国“七五” 普法检查

验收组在沪开展实地检查， 黄绮受邀参与其

中。

“我跟随验收组走访检查了沪上中小

学、 社区、 政府机关、 企业等等的普法情

况。” 黄绮说， 走访中， 华政附中的普法方

式及课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校借助

政法高校等资源， 通过模拟法庭、 学生参与

立法建议等等学生们喜爱的方式， 提升学生

的自治意识、 法治意识。”

在黄绮看来， 五年来， 上海市民法治观

念明显增强， 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明显提高， 法治宣传教育在提高上海这

座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建设

法治上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现有的一些法治宣传形式还是

偏传统， 缺乏创新。” 黄绮说， 在八五普法

中， 如何才能取得更好成效， 让普法更加

“喜闻乐见”、 更加入耳入脑入心？ “从普法

形式、 渠道、 内容等方面都需要更深思考。”

结合调研和思考， 黄绮初步形成了相关提

案， 正在深入“打磨” 中， 准备在即将召开

的 2021年“全国两会” 上递交。

“去年我提交的关于加大为自闭症患儿

家庭及服务机构提供政策支持的提案建议，

得到了身边和社会人士的反馈， 有点出乎我

的意料。” 黄绮告诉记者， 一些沪上自闭症

患儿家庭及服务机构主动找到她沟通， 也让

她对自闭症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黄绮该提案的回

复中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全球平

均自闭症患病率为 0.62%。 也就是说， 相当

于每 162 个儿童中就有一位自闭症儿童。

“从近年来实际工作中了解的情况， 我国自

闭症儿童患病率可能更高。”

“自闭症患者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足够重

视， 最终将演变成社会问题。” 因此， 黄绮

准备再次提交提案， 为自闭症患儿家庭及社

会服务支持鼓与呼。

不忘 “法治” 使命的

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群主
在调研中才能写出好 “作业”

在沪委员积极履职 交出高质量答卷

履职中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通讯员 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