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唐鸟林

从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 到远洋轮上的

水手船员； 从社区里的叔伯阿姨到长阳创谷

的年轻白领……近日， 85 万多杨浦选民用

自己手中的一张张选票， 生动诠释着“全过

程人民民主” 的基层实践， 凝聚起人民城市

建设的磅礴力量。

应登尽登，广泛构建民主基础

作为老龄化程度高、 人户分离“大区”

的杨浦， 是如何破解选民登记难题的呢？

今年上海升级开发云平台信息化系统为

选民登记工作减负增效不少， 但为了最大限

度避免漏登、错登、重登，扫楼排摸、逐户走访

的“土办法”依然不能省。 由于工作日白天上

门易扑空， 基层选举工作人员只能多利用早

晨上班前、晚上下班后以及双休日入户排摸。

“双花公寓住的大多是老人， 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少数年轻人一般在单位进行登记，所

以我们的选民登记工作基本是对着老年人。”

控江双花居委会主任杨晓晴介绍说。在杨浦，

像这样的深度老龄化社区有不少， 为了不遗

漏独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 工作人员统一主

动上门登记，在嘘寒问暖、闲话家常的同时把

换届选举情况向老人介绍清楚。

杨浦是旧改“大区”， 截至 10 月底， 有

近 1.2 万户涉及动迁， 再加上早几年开展的

动迁， 产生了大量“户在人不在” 的动迁

户， 给选民登记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对

此， 各居委会依托党支部党小组活动、 老邻

居街坊微信群、 打电话等方式想方设法联系

到人户分离的居民， 征询参选意愿。

在做好户籍人口登记的同时， 各选区的

工作人员也不忘拿着宣传册向辖区内的工

地、 沿街商户、 菜市场的外来务工人员介绍

在杨浦参选的条件和程序。 “要让外来人员

更好融入上海， 就必须尊重他们的政治权

利， 也许最终选择在我们这儿参选的只是少

数， 但我们也要做到宣传到位。”

此次换届选举， 杨浦 18 周岁以上户籍

人口登记率为 92.41%， 非本市户籍选民登

记 8万余人， 占全市非本市户籍选民登记总

数的 40%， 基本做到了应登尽登。

三上三下：充分体现过程民主

11 月 8 日， 复旦大学光华楼学生广场

处张贴出 3号公告， 公布了杨浦复旦大学选

区 13 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及信息， 鲜红的公

告榜引来成群结队的学生驻足观看。 这张只

有 13 人的名单， 看似简单， 背后却承载着

沉甸甸的民主分量。

10 月 26 日， 选民名单公布后， 选民联

名提出了 864 名初步代表候选人， 其中 004

选区有 2 个代表名额， 但初步候选人高达

674 人。 “初步候选人人数之多， 充分说明

学生政治热情和民主素养高， 这是一个好现

象。 但如何充分尊重选民意愿， 依法确定代

表候选人，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复旦大学

组织部负责选举相关工作的李老师说。

对此， 复旦大学严格按照“三上三下”

程序， 进行反复讨论、 协商酝酿， 累计召开

协商研讨会议 2500 余场， 最长的会议讨论

时长近 3小时。 根据大多数选民意愿， 最终

确定了 13名正式代表候选人。

聚在 3号榜前的学生们脸上透露出一些

好奇和跃跃欲试的期待。 人群中一位学生兴

奋地说： “很高兴我支持的候选人上榜了，

已经迫不及待投票那天的到来。” 他还表示，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接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概念很模糊， 现在感觉这项制度原来这

么鲜活！”

作为“百年大学” 的杨浦， 高校师生是

杨浦换届选举的重要民主力量。 对于校园内

许多刚刚成年不久的大学生来说， 这是他们

人生第一次参与政治选举， 第一次真切感受

“民主” 二字从书本走进现实， 因此表现出

高涨的选举热情。 据统计， 全区 7 所高校

13 个独立选区共登记选民 119228 名， 选举

日当天， 共有 116434 位选民投下了选票，

参选率达到 97.66%。

依法依规，切实保障结果民主

11 月 16 日， 选举日如期而至。 各选区

工作人员披星戴月， 天尚未亮便到岗就位，

早早做好准备工作， 全力以赴保障今天投票

选举依法、 有序、 高效完成。 早晨 8 点， 全

区 1279 个投票站陆续开始投票。 各选区现

场气氛庄重、 秩序井然， 选举环节严格依照

法律程序和疫情防控要求进行。

大桥街道浦罡小区是杨浦区第 038 号选

区第 1 投票站。 当天上午， 居民们陆续赶

来， 新中国纺织工人代表、 “七一勋章” 获

得者， 黄宝妹也来到投票站。 上世纪 50 年

代， 黄宝妹通过基层选举成为第一届市人大

代表， 90 岁的她今天投下了庄严一票，

“我们今天来参加选举， 选出我们心中的代

表， 能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平凉街道 051选区第 2 投票站 （嘉禄居

委） 80 多岁的残疾人王曼珍坐着轮椅投出

了自己神圣的一票。 选票落入票箱的那一

刻， 她长舒一口气， 说道： “选区工作人员

建议我委托投票， 但我想想， 选举代表是件

大事， 我只要能自己来就不麻烦大家了。”

当天晚上 10 点， 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灯

火通明， 一幅长近 10 米的“杨浦区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情况” 榜占据了事务组

办公室一整面墙， 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进行

选票汇总统计工作……

代表风采

杨浦人大换届选举：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镌刻进每个细节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奉贤人大赴金海街道走访

调研

本报讯 11 月 24 日下午， 奉贤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张培荣走访金海街道，

要求金海街道要坚持高起点、 高质量、 高

标准谋划各项工作， 积极融入上海“五个

新城” 建设， 打造城市治理新样式。 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包蓓英参加。

张培荣一行首先来到文杏社区居委

会。 他表示， 要进一步探索“沉浸式” 办

公， 推动社区治理重心下沉， 致力于为老

百姓提供高品质的“零距离” 贴心服务。

要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工作站的作用， 定

期组织相关活动， 广泛收集民智、 听取民

意， 努力打造成为服务代表依法履职、 充

分发挥代表作用的平台。

随后， 张培荣前往金海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及金海街道生活驿站。

普陀区人大机关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现场学习

本报讯 11 月 24 日上午， 普陀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罗勇伟率区人大机关党员干

部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现场学习。 普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佩卿参加。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综合反映上海地

方历史的地志性博物馆。 展厅内， 大家认

真观看陈列的文物、 史料， 听取讲解， 全

面了解上海城市发展各历史时期的重要节

点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仔细感受上海在

革命、 建设等各时期的发展变化和奋斗伟

绩， 充分领略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底蕴。

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现场学习收获良

多， 进一步坚定了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

念， 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依法履

职， 努力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虹口人大深入社区开展“面

对面”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上午， 虹口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深入社区一线， 开展

2021 年第四季度领导干部“面对面” 服

务联系群众活动。

在四川北路街道浙兴居民区， 吴延风

主持召开座谈会， 实地察看并听取旧区改

造相关情况汇报。 居民们畅所欲言， 纷纷

表示赶上了虹口发展的好时机， 盼了多年

的旧改梦终于得以实现。 现场气氛热烈。

闵行人大赴莘庄工业区调

研企业国资经营管理情况

本报讯 11 月 2 日下午， 闵行区人

大财经委赴莘庄工业区调研企业国资经营

管理情况， 并对本届人大常委会涉及“经

济高质量发展” 议题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开

展回头看。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丽萍参

加调研。

潘丽萍一行先实地调研了西区租赁房

建设情况， 了解莘庄工业区职住平衡及公

租房出租和管理情况； 随后走访了科莱恩

化工有限公司， 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及危险

废弃物处置情况。

座谈中， 莘庄工业区公司汇报了企业

国资经营管理情况， 双方对本届人大常委

会涉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议题审议意见

中涉及的重点、 难点问题作了沟通交流。

□虹口人大供稿

凌勤是虹口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广中

路街道同济里居委卫生、 妇代主任。 她扎根

社区、 心系选民， 想选民之所想， 急选民之

所急， 为社区安定、 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凌勤深知，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当选代表后， 她积极

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工委组织的各

类代表履职培训班和学习班， 踊跃参与双向

约见、 区情报告会、 法制报告会等活动。 两

年多来， 她共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

工委组织的“绿色技术” 银行建设、 区科创

中心建设、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列》

实施情况、 北外滩商业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等

各类视察、 调研活动二十余场。 此外， 她认

真自学宪法法律、 常用政策法规以及区人大

常委会的决定决议， 虚心向连任代表学习，

探讨履职经验和心得。 通过认真学习， 她迅

速进入角色， 增强了履职的信心和底气。

在凌勤看来， 居委干部的最大优势就是

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她经常结合本职工

作， 主动走访社区居民， 听取大家的意见建

议， 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 每年人

代会后， 她会主动向选民传达会议精神。 她

还利用联系选区和社区的机会， 向选民宣讲

有关政策、 法规。 她常说， 人大代表是党和

政府与选民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既要做

好下情上达，也要做好下情上传。同济里小区

居民对她非常信任， 经常向她反映自己的烦

心事。 凌勤总是来者不拒、耐心倾听、认真记

录、仔细核实，及时通过代表建议的方式向有

关部门反映。对于中山北一路 10号门前人行

道积水严重的问题，她希望相关部门结合“美

丽家园”改造推进解决；关于“1+1+1 家庭医

生” 签约服务， 她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

“延伸处方”功效；同乐村在“美丽家园”改造

后， 原有的健身场所变成了停车场， 她建议

有关部门在小区内另选健身场所， 满足居民

健身需求。 这些代表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在工作中得到积极推进。

同心路 159号边上有条不足百米的背街

小巷， 是虹口区精防卫生中心、 广中路街道

第三市民驿站、 多伦同心小学、 钧茂公寓等

进出的唯一通道。小巷路面狭窄，社会车辆长

期占道，环境脏乱，居民反应强烈。对此，凌勤

多次到实地查看，认真核实，提交了《关于加

强对背街小巷管理》的代表建议，希望有关部

门认真研究处理。 主管单位广中路街道立即

召集交通、绿化等部门以及居委会、物业企业

开展座谈会， 研究解决方案， 明确各自职

责。 目前乱停车现象已被遏制， 景观绿化已

铺设， 小巷外貌得到明显改观， 周边居民们

纷纷为凌勤代表点赞。 而她并未满足， 还在

持续关注、 努力推动同心路 359 弄顶层房屋

漏水、 恒业路 130 号“光明牛奶配送中心”

环境整治长效化等问题的解决。

凌勤：心系选民，“勤”于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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