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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浦浦篇篇

    9 月 25 日，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正式
启动，掀开了全新一页篇章。平台广泛动员广大市民，集
思广益，建言献策，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的
主体地位、发展要求、作用发挥贯穿于滨江建设发展的
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让习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在此成为“实践地”和“发展地”，既让人民城市依靠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发展，也让人民城市发展的成果服
务和促进人民的生活。

“新杨浦人”一封信搭起滨江平台

从“捉虫人”到特邀征集员

幕后

让市民参与建议征集，正成为一种新的风
尚。

去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杨浦滨江
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
要理念。近一年来，这一理念已深入贯彻到上海城
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何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发展的
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就在今年 9

月，闵行区和杨浦区率先给出了答案。

9月 2日，全市第一家区级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在
闵行诞生了。 9月 25日，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平台启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意“直通车”、公众“议事
厅”诞生，延伸到居村社区、企业园区，延伸到“家门
口”，那些充满智慧的“金点子”可以更加通畅、迅捷
地融入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治理。

让更多市民参与建议征集，一起打造人人都
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都能享有品质
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

新风尚：城市

    9月 2日，闵行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成立。这是全

市第一家区级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也是全国地市县首批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

7月 17日，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挂牌，不到 2个
月，闵行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揭牌，通过整合资源、打通

渠道、扩宽平台、做强品牌，为全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整体布
局勇当排头兵、先行者。

接下去，闵行将实时组织开展专题性金点子征集活动，在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门户网站，设立人民建议征集端口，统一
接受通过网络提出的人民建议，在全社会形成“有金点子找人

民建议”的良好氛围，广泛吸纳“两代表一委员”、专家学者、热
心居民、居委干部、企业代表等各方社会力量，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格局。

闵行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成立后，努力将人民建议征集
融入党委政府决策程序，融入城市治理“两张网”，同时将触角

延伸到居村社区、企业园区，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使人民建议
征集成为社情民意的“直通车”，让市民参与建议征集成为一种

新的风尚，并推动建议成果更有效转化，不断提升征集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

    疫情防控期间，闵行康城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2月 12

日，康城社区委员会公众号发布“关于禁止快递和外卖进入
小区的通知”后，后台留言和社区业主群立刻炸开了锅，质

疑的声音应接不暇。“那么多人到门岗拿快递，不是加大防
控风险吗？”“我家离门岗太远了，能安排人帮忙送进小区

吗？”面对每天 3万余件外卖和快递的超大型社区，“一刀切”
的禁止难免引发居民的不满。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康

城社区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张军萍紧急召开“四位一体”联席

会议，制定对应措施。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在 2月 13日发布
“关于禁止快递和外卖进入小区的补充通知”，2天内购置了

12辆短驳车，发挥业委会和物业企业的作用，招募 50名社
区志愿者，联同物业员工，每日将 3万余件外卖和快递配送

至楼栋，拉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快递外卖进城记”。

快递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复工第一天晚高峰，由
于门岗需对所有进门车辆和人员进行排查、测温，回康城的

3000多辆私家车从小区门口堵到了 2公里外的嘉闵高架，
有的居民甚至被堵了 2个小时。张军萍立刻与物业、业委会

实地勘察，协商车辆通行方案，增加了 2条潮汐车道和 11名
门岗排查员，延长排查路线，提高效率，仅用 4小时就解决了

问题，赢得了居民认可。

康城新区是上海最大的居民住宅小区，坐落于闵行区莘
庄镇，总面积约 208万平方米，总规划户数 1.25万户，实际

居住人口逾 4万人，是全市出名的“老大难”小区。张军萍说，
基层有发现问题的眼睛，也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只有多听、多

想、多看，善于联系发动群众，才能创造性开展居民工作。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打破部门壁垒，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康城社区

党委通过做实“莘智汇”社区公共空间，搭建人民建议征集平
台，凝聚社区专委会成员、社区达人、能人异士等对涉及社区

居民最关心的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热点问题进行协商
和建议，收集“金点子”，整合大数据，梳理具有全局性、前瞻

性的问题，制作社区热点排行榜，筛选、提炼具有可行性的方
案，由社区居委干部带领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成员将从社区

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的优秀代表、老党员、楼组长、优秀志愿

者，以及居委、组织、居民推荐人选中择优选任）进行项目认
领、策划、评估和实施。通过治理重心下移、治理力量下沉、治

理工作下延的方式路径，切实提升了社区干部驾驭社区工作
能力，激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形成了社会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共享空间。
本报记者 鲁哲

    “飞机上填一次、出海关填一次、机场填一次，到底要填

到什么时候……”今年 2月上旬的一个深夜，新虹街道干部
鲁峰作为社区志愿者在小区门岗负责健康登记。而他对面

站着的，是海外回来的一家人，光是漂洋过海就足够疲惫，
拖家带口赶来登记的刘女士面露难色。鲁峰一边安抚着刘

女士一家的情绪，一边加快了登记速度。
想到和刘女士一家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送走刘

女士一家后，鲁峰陷入沉思：落后的手工信息登记方式存在

太多弊端，信息不准确、管理效率低、后续数据利用率差，反
复询问还容易引起对方抵触心理甚至引发矛盾。眼看着返程

复工高峰就要到来，什么样的健康信息登记的方式才能更快
速便捷？“为什么不能利用信息互联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个晚上，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鲁峰，脑海里闪过了这
个念头。他马上打开“战疫金点子党员行动队”微信群。这个

群是市信访办联合闵行区信访办、街镇、社区干部等为挖掘

抗疫金点子而组建的群，群里有各领域专家学者教授、律师、
战斗在一线的机关干部以及居家隔离的同志。

凌晨，收到鲁峰的信息后，群里的人都被“炸”了出来。这

一“炸”，“炸”出了思想的火花。
第二天，鲁峰就在手机上完成了《关于在社区联防联控

中推广使用“健康云—来沪人员健康管理系统”的建议》（初
稿）。针对初稿，“战疫金点子党员行动队”群又进行了反复推

敲打磨，思路渐渐明朗：利用“健康云”信息采集系统中“入沪
通道 快速进”的特点，广泛运用到社区门岗、公司前台，甚至

公共场所进出口，让数据“跑腿”，为基层减负，不仅能极大提

高抗疫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防止手工登记的信息漏洞和盲
区，而且可以把各点位信息串联起来，形成完整数据链，方便

管理和决策使用。
该建议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渠道上报。建议很快得到市领

导的关注，并批示下转，市卫健委、市大数据中心快速实现对
接，完善“健康云”系统，两天后即在全市推广运用。

现在，鲁峰每次打开“随申码”，总会想起 2月上旬的那
个晚上，想起群里的一次次头脑风暴，想起各级部门为“人民

建议”开的“绿色通道”。

打通渠道，问计问策延至家门口

凝智慧，擦亮社区“绣花针”

多思考，推动诞生“随申码”

幕后

■高空俯瞰杨浦滨江

▲ 经征询居民意见， 康城社区南门入口

处的废水池改建成音乐喷泉

荩新的人民建议征集点在莘智汇公共空间内

▲新虹街道干部鲁峰在接听居民电话

▲在康城快递规范投放协调会上，快递公司、物业、业委会代

表、社区中心人员、民警等代表协商小区快递投放的更优方案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一起来提建议
99 月月 2255 日日，，杨杨浦浦滨滨江江人人民民建建议议征征集集工工作作平平台台启启动动 99 月月 22 日日，，闵闵行行诞诞生生全全市市首首家家区区级级人人民民建建议议征征集集办办公公室室

    今年 7月 31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大三

学生徐英智和 4位同学第一次来到杨浦滨江，在
震撼于工业气息与滨江风光完美融合的同时，他

们还有一项任务：“捉虫”。
他们是一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旨在探寻杨

浦滨江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薄弱之处，进
而提出滨江治理的有效途径。从上午 10时到晚上

7时，从复兴岛到杨浦滨江南段几个主题片区，他

们冒着烈日而行，乘着暮色而归，开展了一整天的
实地调研。8月 3日，他们整理出《关于进一步完善

滨江区域便民利民措施的建议》提交杨浦区政府。
之所以选择来到杨浦区进行社会实践，是因

为他们在调研立项前对全市 16个区政府网站做
过摸底，其中，杨浦区政府网上的人民留言的回复

率达到 100%，他们觉得，来杨浦开展社会实践是最
有可能得到回复的。虽然了解这个数据，对接到回

复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在一周不到的时间里就
收到杨浦滨江公司的回信，他们还是吃了一惊。针

对他们提出的“杨浦滨江 B段（杨浦大桥至雨水花

园站）树木很少，白天太晒，也没有避雨处，导致白天
游客较少，下雨天不方便”，“卡其儿童乐园旁有较

多儿童玩耍，但没有洗手的地方，游客经常用旁边
的一个饮水机洗手”等四大类 13个问题，滨江公

司给予了细致的解答，其中部分建议还被采纳了。
一个半月后，杨浦滨江再次给了徐英智一个

惊喜：在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启动仪

式上，他与其他几位“捉虫人”一起获聘“滨江特邀
人民建议征集员”。徐英智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

杨浦滨江敞开怀抱，欢迎更多人来提建议，共筑人
民城市滨江会客厅。这位“特邀征集员”没有辜负

这份信任和重托，又带来了新的建议：将滨江沿岸
的标识标牌系统再进一步规范和提升，考虑到未

来国际友人前来游览观光可能会增多，建议将标

识标牌改造得更加国际化、多语言、多样化。这些
建议都已被纳入到滨江建设开发的整体考量中，

或许不久就将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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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漫步中萌发了灵感
在 9月 25日的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启动仪式上，

杨浦区委主要领导深情讲述了近一年来杨浦区委、区政府领导与

专家学者和热心市民的书信互动，其中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
一平台的成立也正是一条人民建议的转化成果。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虞浔是一位“新杨浦人”。今年初，他和
家人几次去滨江漫步休闲，切身感受到杨浦滨江已成为杨浦人、

上海人乃至全国人民乐享的滨江水岸。在感慨滨江发展变迁的同

时，他萌生一个想法：“杨浦滨江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会客厅，不妨
多倾听人民心声，设置一个收集人民意见的平台。”他把想法通过

书信提交到杨浦区委，两周后就收到回复。之后不久，这一在滨江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的构想正式落地，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平台

正式在线上线下同步启动，虞浔副教授也在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
集平台启动仪式上增加了一个新身份：“杨浦发展建设特聘建议

人”。他表示，将更加关注杨浦建设发展，以市民和学者的双重身
份，从制度建设、顶层设计、政策配套等积极角度为滨江和整个杨

浦的发展多提系统化建议，为杨浦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孵化器、转化器、检验器
一封书信催生一个平台，这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杨浦滨

江建设发展中的生动实践，而杨浦滨江“生活秀带”的建设发展历

程本身，也体现着人民意见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滨江特邀人民建议征集员”、同济大学章明教授是杨浦滨江

南段公共空间的总设计师。设计初期，他和团队碰到了“临江不见
江”、江岸被割据等困难和问题，通过反复调研、实勘，再不断修正

和完善，并听取来自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提出将“工业遗存博

览带、原生景观体验带、三道交织活力带”这“三带”有机融合的大
胆设想。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今天，我们才得以见到老

旧的“工业锈带”以靓丽的“生活秀带”新姿呈现在世人面前。
9月 25日，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正式启动，这是

一个新的标杆。杨浦区将围绕“实事求是”四个字做好这篇新文
章，将群众的口碑作为检验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试金石，确保人

民建议征集有孵化器、转化器，更有检验器，人民意见征集的宝贵
财富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推动杨浦滨江腾飞发展的新动能，总书记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这一“发源地”才能切实成为“实践地”和
“发展地”，既让人民城市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发展，也让人

民城市发展的成果服务和促进人民的生活。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启动之初，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举办首次集中征

集活动，各界代表向各委办单位提出了 11个问题和建议。其中，

居民代表最关心民生问题，养老、旧区改造等方面成为居民热议
的话题，企业员工则更关心全区的经济发展、热门商圈的定位和

产业调整，虞浔则针对杨浦教育资源分配以及如何进一步缩小学
校或者区域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进行提问。针对这些话题，相关

部门负责人一一回应。同期还进行了外场的主题倡议和街头随访
活动，青年志愿者在滨江沿线发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滨江人民建

议征集，在 150张调查问卷中征集到建议 49条，分别涉及滨江区

域的生态环境、便民设施以及介绍指引等方面。

据了解，最近杨浦区有关部门正在调研《关于复兴岛打好时间差
转型发展的建议》，针对平台收到热心市民来信反映要求加快复兴岛

开发的建议，已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论证，正在不断完善
中。最近，杨浦滨江“人人屋”等 6个党群服务驿站都设立了人民建议

征集点。上海杨浦官方APP和人民建议征集热线及人民建议征集邮
箱都已纷纷启动，期待着收到更多凝聚群众智慧的真知灼见。

杨浦滨江人民建议征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