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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公有住房差价的文件为何需要修改？ 民

法典颁布后地方法规的清理情况又是如何？

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是宪法法律

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昨

天，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听取

并审议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

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各类规范性文件总体符合法

治要求和本市实际

据了解， 一年来， 市人大常委会按照

“有件必备、 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 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对报备规范性文件的主动审查，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备案审查工

作取得新进展。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说： 2020

年， 共收到报送备案的各类规范性文件 98

件。 其中， 市政府规章 11 件、 市政府其他

规范性文件 63件； 市高院规范性文件 3 件、

市检察院规范性文件 12 件， “两院” 已完

成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的清理； 浦东新区政

府综改配套文件 3件；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

议决定 6件。 “各类规范性文件总体上与国

家上位法、 本市地方性法规保持一致， 符合

法治要求和本市实际。”

据了解， 市政府、 市高院和市检察院、

各区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 坚

决贯彻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在法治轨道上统筹

推进各项防控工作的部署， 通过制定、 修

改、 废止及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 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

治保障。

“民生文件”有错必纠

据丁伟介绍， 在 2020 年报备文件的审

查中，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审查研究意见指

出， 关于公有住房差价交换的文件， 对本市

公有住房“承租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死亡

或者户籍迁离本市后， 继续承租的个人的确

定程序” 的相关表述， 与本市房屋租赁条例

的有关规定不同， 引起理解歧义。 经研究沟

通， 该文件中有关条款关于“继续承租” 的

程序性规定， 是房屋租赁条例规定的特殊情

形。 法工委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提出审查建

议， 认为该文件有关的具体操作性规定需要

与房屋租赁条例的相关规定相衔接， 有关部

门表示将适时修改完善这一文件的规定。

此外， 在对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文

件审查中，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审查研究意见

指出， 该文件规定的“连续三年达标的企业

免除日常监察 （测）”， 与相关上位法规定的

“企业应依法履行污染监测义务” 不一致。

经研究沟通， 有关部门表示将适时修改该文

件并已在其门户网站发布了该文件的修订解

读。

27件与疫情防控有关规范性

文件被报备

为了健全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部署，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相关

规范性文件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工作。

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对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全面梳理，

提出清理工作建议， 共确定 14 件相关地方

性法规需要进一步处理。

目前通过采取简易修改、先废后立方式，

完成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办法》《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

等 13 件法规修改，另有 1 件法规《上海市动

物防疫条例》， 已列入 2021 年立法计划预备

项目，有关方面正抓紧研究修改。

法工委会同相关专门委员会对本市与疫

情防控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专项备案审

查， 切实促进依法防控工作。 截至 2020 年

底， 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备的与疫情防

控有关规范性文件共 27件， 涉及疫情防控、

减轻企业负担、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援

企稳岗、 优化企业服务等方面。 经审查研究

认为， 上述报备文件符合依法防控的法治要

求， 并建议市政府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

求， 及时调整完善管理措施， 固化经验做

法， 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同时， 法工委督促市政府法制机构加强对相

关委办局和区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

查， 截至 2020 年底， 市政府法制机构共收

到市政府各部门、 各区政府报备此类文件

40 件 （市政府各部门 29 件 ， 区政府 11

件）， 已全部审结， 准予备案。

开展民法典涉及法规专项清

理工作

据悉， 开展民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

理工作， 是全面推进民法典贯彻实施的重要

举措。 法工委协调有关方面，深入研究、全面

清理本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梳理法规

中与民法典不一致的内容、 需要进行处理的

情形，主要包括与民法典新修改的内容、表述

以及涉及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依据等三类。 根

据不同情形，提出了废止、单一修改、“打包”

修改以及适时修改的工作安排。目前，已修改

地方性法规 8件、废止 1件。

此外按照相关要求， 组织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 梳理解

决与上位法不一致、 不衔接、 不配套的相关

问题,更好发挥法律体系整体功效,筑牢公共

卫生的坚固防线。

代表风采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一年98件规范性文件报送市人大备案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行人大召开2021年党风

廉政建设会议

本报讯 3 月 19 日上午， 闵行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召开 2021 年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全体区人大机关

处级及以下干部参加会议。 区纪委监委第

一派驻组副组长陈红列席本次会议。

会上， 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 十一届市纪委五次全会和六届区纪委

六次全会精神。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机关党组书记、 人大办党支部书记、 办公

室主任张珺同志对 2020 年区人大机关贯

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了总

结， 并部署了 2021 年区人大机关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静安人大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会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首场党史学习（扩大）会

本报讯 根据中央、 市委和区委的部

署和要求， 3 月 22 日下午， 静安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 进行动员和部署。

学习会邀请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

晓静同志主讲。 他以“红色印记———中共

中央早期机关在静安” 为题， 通过丰富的

史料、 图片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

早期机关在静安、 静安区革命遗址保护利

用工作等有关情况。

黄浦人大调研推进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情况

本报讯 3 月 19 日下午， 黄浦区人

大常委会对本区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情

况开展调研。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

记韩顺芳一行体验调研了黄浦微旅行线路

开发建设情况， 途经南昌路、 瑞金二路、

淮海中路、 茂名南路、 长乐路， 走访了科

学会堂、 历峰双墅、 朵云书院戏剧店等代

表性建筑场所。 调研中， 大家表示， 此线

路涵盖了革命旧址、 里弄住宅、 经典近现

代建筑， 融红色文化、 江南文化、 海派文

化的精华， 兼具人文积淀与建筑美学等特

色， 尤其是在南昌路街区微更新方面， 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始终坚持尊重和保护修缮

和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并重的理念， 积极作

为， 打造品牌， 成效明显。

宝山人大监察司法委召开

全体会议

本报讯 3 月 16 日， 宝山区人大监

察司法委召开全体会议。

会上， 监察司法委主任委员通报了

2021 年度专委会重点工作， 介绍了即将

开展的关于区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情况调研方案， 并对相关法律规定背景

知识开展介绍培训。 委员们随后对认罪认

罚制度的司法实践、 调研重点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学习讨论， 为开展调研奠定扎实

的基础。

会前， 专委会赴吴淞创新城调研转型

项目， 实地察看了不锈钢区域 （博绣荟文

创园、 高炉会博中心） 并听取了吴淞创新

城转型发展情况， 详细了解区域转型发展

规划及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为专委会更好

助力宝山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思路。

□杨浦人大供稿

“当代表不仅仅是荣誉， 更多的是一种

责任。” 作为杨浦区第十四届、 第十五届、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上海电控研究所所长千

应庆已经在人大代表的岗位上履职十余年，

在他看来， 人大代表就是要为人民干实事、

谋福利。

多年来， 千应庆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

大代表人民选， 我当代表为人民” 的诺言，

作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只要了解到居

民有困难， 千应庆总是第一时间开展调研，

撰写意见建议， 寻找解决方案。

去年， 千应庆在调研走访中从居民口中

得知， 控江路江浦路路口时常发生拥堵，

尤其是从控江路南侧右转到江浦路的那一

侧路口拥堵情况严重。 千应庆介绍道：

“由于该路口临近新华医院以及轨道交通 8

号线江浦路站的 2 号出入口， 人流量很大，

但路口却‘先天不足’， 新华医院和控江路

之间预留的人行道比较狭窄， 右转路口处

还有几根高压电线杆， 加之共享单车的无

序停放， 车流、 人流对冲情况严重， 后来

轨交 18 号线在此施工又占用了一部分空

间， 更是加剧了拥堵的程度， 置身其中，

简直寸步难行。”

在充分收集民意的基础上， 千应庆撰写

了 《关于优化新华医院周边道路， 尽快缓

解交通拥堵问题建议》 的代表建议， 提出

将江浦路 （控江路—周家嘴路） 变为单向

车道， 人性化设置路口的红绿灯时长， 打

通紫荆广场、 新华医院、 信息大厦地下车

库， 释放更多停车资源等综合解决方案。

此后， 千应庆还陪同区建管委、 杨浦交警

大队等有关部门冒雨赴现场开展调研， 倾

听居民心声。

在千应庆的积极推动下， 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里， 相关部门纷纷有了行动： 江浦路

（控江路—周家嘴路） 变为单向车道， 形成

了控江路、 江浦路、 周家嘴路、 双辽路的交

通闭环， 提高了车辆通行率； 新华医院将江

浦路站 2号出入口附近的单位围墙后退了几

十厘米， 缓解了人流、 车流对冲的情况； 新

华医院和紫荆广场通过压减内部员工停车

位， 提供了 25 个车位供看病的社会车辆停

放。 “在多方努力下， 该路口的拥堵状况有

了极大改善， 周边的兰州、 陈一、 陈二居委

会居民纷纷向我反映， 现在出行方便多了，

也更安全了。” 千应庆高兴地说。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千应庆已撰写了十

余篇意见建议， 内容涉及北斗导航产业、 蒋

家浜旧改征收、 国有资产监管、 江浦路

1315 弄老小区电路电线改造等方面， 为助

推区域发展、 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认真履行人大代表基本职能， 为杨浦

人民切切实实做一些实事。” 这是连任三届

人大代表千应庆最朴实的想法。

千应庆：认真履职尽责 不负!民所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