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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区贯彻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是区人大常委会在去年专项监督工作基础上，对
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持续监督的重要举措。今年3月以来，区
人大常委会按照市人大、区委有关要求，立足疫情防控常态
化新形势，充分发挥街道人大工委、区人大代表作用，深入
开展执法检查各项工作，不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
增效。

区人大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

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

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此次执法检查工作，将其列
入年度工作要点并进行周密部署。一是深入开展前期调
研，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与区绿化市容局、住房保
障房屋管理局进行持续沟通，赴区生态环境局、城管执法
局进行实地走访，深入了解疫情期间生活垃圾分类和无
害化处理等情况，进一步明确《条例》贯彻实施进展和执
法检查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执法检查方案。二是
成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组，由常委会主要领导
和分管领导亲自担任组长和副组长，组员包括部分常委
会组成人员、部分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全体城建环保工委
委员、部分相关专业领域代表等共 23 人。三是召开执法
检查启动会，听取区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国有企业关于

《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并提出工作要求。

聚焦重点 扎实推进

根据市人大部署和本区实际情况，把物业责任落实、小
区定时定点投放和居民分类准确率三方面作为执法检查重
点，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根据执法检查方案安排，5月份主
要围绕相关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教育、垃圾分类点站建设、全
程分类信息化系统建设等方面，深入区城运中心、欧阳路街
道、四川北路街道，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检查等方式，全面了
解有关主体依法履职情况。6月份主要围绕老旧小区和商场
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垃圾源头减量措施落实、夏季湿垃
圾收运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深
入曲阳路街道、江湾镇街道和北外滩街道，实地走访老旧小
区、商场、菜场等场所，深入聚焦重点难点工作推进情况。

多措并举 提质增效

一是坚持法治思维，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有关要求，按照《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执法检查的暂行办法》规定流程，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
围内开展监督工作；坚持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运用法治思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二是加强上下联动，加强与市人大执法检查组
和有关委员会的联系，参与市人大围绕垃圾分类两网融合
体系建设情况、垃圾分类管理纳入一网统管平台情况组织
开展的两次联动检查；充分发挥街道人大工委作用，在执法
检查过程中实现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科学分工、合力推

进。三是发挥代表作用，常委会、各街工委先后邀请相关领
域代表 210余人次参与执法检查，收集代表意见建议 80余
条，为增强执法检查工作实效汇智聚力；根据市人大有关专
委要求，发动代表 260余人次，通过调查问卷形式评价居民
区、单位垃圾分类情况，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评价工作
贡献力量。

通过执法检查我们看到，《条例》实施近一年来，我区垃
圾分类工作在分类实效、体系建设、条块合力、氛围营造、属
地责任落实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执法检查组
将重点检查垃圾分类执法监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
议，梳理总结形成报告并提请常委会审议。区人大常委会
将进行持续跟踪监督，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整改意见并形成
长效机制，为打赢垃圾分类持久战贡献力量。

街道人大工委街道人大工委

嘉兴街工委：发动代表 宣传引导

发动代表加入志愿者队伍，结合自身特点，定期进入社
区开展宣传活动。结合今年工作重点，针对白领、租户等人
群，组织代表配合居委开展发放入户包等宣传活动，着力提
升重点人群垃圾分类实效。发动代表关注并推动感应摄像
头及语音播报等“智能化”监管手段的运用，助推提升垃圾
分类监管水平，增强群众分类投放意识。

曲阳街工委：深入暗访 求实问效

结合文明城区创建等工作，集中时间和力量，组织37名
代表分别赴 24个居民区，通过“四不两直”的方式开展暗访
检查。通过拍摄照片、填写暗访情况表等方式，总结梳理难
点、痛点问题，会同街道自治办、管理办等相关科室共同研
究解决。将暗访检查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转化成代表主动
带头、时时监督的工作习惯，着力形成长效机制。

北外滩街工委：收集民意 跟踪落实

结合“两代表一委员”集中联系社区工作，组织代表与居
民区干部、群众深入交流，整理出推广智能垃圾箱房设施、增
加定时投放点位和加强日租房垃圾分类管理等建议多条，反
馈至街道相关职能科室落实解决。每周安排代表参加街道
垃圾分类工作例会，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反映民意民声，
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助推提升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广中街工委：加强培训 针对检查

邀请企业界、居民区代表，共同组建执法检查工作小组开
展相关工作。召开执法检查动员培训会，听取街道相关科室
关于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介绍，学习《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和《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考评标准》。聚焦商
场垃圾分类情况、物业落实主体情况，根据代表意愿和特长，
组织代表赴不同点位进行检查，增强检查针对性和实效性。

提到石库门你会想到什么？历经岁月沉淀的红砖、细黑
的铁栅栏门、融合西方建筑风格的拱形门廊，还是幽深窄小
却绿意盎然的里弄？这些特征无一不与老上海厚重的历史
挂钩，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悠悠的旧时光里……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修订对我们中小企
业来说是件大事，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也维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忽然，在川北街道的石库门
群落中传出一阵热烈的讨论声，时髦的话语与颇具年代感的
石库门建筑奇妙碰撞，为其画上了新时代浓墨重彩的一笔。

揭牌成立 聆听基层声音

4月下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扩点提
质”工作推进会，会上宣布了本市25家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
法联系点名单并授牌，我区四川北路街道人大工委作为新一
批成员入选。

这项工作自去年底就在酝酿中，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习总
书记视察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古北市民中心时提
出的关于加强全过程民主的重要指示，正式启动基层立法联
系点的优化完善和扩大试点工作。11月12日，根据市人大常
委会统一部署，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实际情况，报经区委主要
领导同意，申报了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四川北路街道工作委员
会作为候选单位。最终，在今年 4月 2日的市人大常委会第
46次主任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新一批基层立法联系点名单。

5月19日，四川北路街道人大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正式
揭牌成立。自此，川北街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肩负起了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听取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作用，成为
基层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互动渠道，也成为立法机关

深入基层直接了解群众意见的全新平台。

规范提升 强化使命担当

基层立法联系点成立前后，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多次筹备
推进会议，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章立制。

经反复沟通，明确了以“立足社区、网络覆盖、畅通渠道、
厚德尚法、察情聚智”为工作原则，重点开展日常法律服务指
导、征求草案意见、参与立法调研、听取法律实施情况的社情
民意等具体工作。联系点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并设办公
室，以便更好开展工作。同时，为进一步统筹社区资源和人
大代表资源，联系点还建立了第一批成员单位12家、顾问单
位8家、专业人才库2个，并将一批有影响力的辖区单位和若
干有区域特色的居民区设为信息采集点，聘请一批具有一定
法律基础、热心立法工作的企业和居民代表担任“民星”联络
员，确保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主动作为。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6月12日联系点向
法律专家成员、“民星”联络员、信息采集站联络员等80余人
发放聘书并开展专题培训，帮助大家尽快熟悉工作，了解各
自的工作职责、应尽义务和肩负责任。

发挥作用 容纳专业意见

立法联系点设立后，及时启动了第一次立法征询工作。
前文提到的对话正是出自于这次的征询工作，由基层立法点
向四川北路街道商会、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各采集点和
法律专家组有针对性地进行《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修订草案）》的意见征询，汇总研讨中获得的专业意见建议
并提交市人大。正如虹口区人大代表、天翼电子商务上海分

公司陈建立在征询时说道“现在有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我们
的意见建议有了更直接的表达渠道”，立法点敞开的大门能
更好地倾听广大居民和企业的意见，让“家长里短”成为立法
部门的考量，让基层民主“可感知”。

基层立法点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法言法语的转换
器。在征询意见时将原汁原味的“街谈巷议”提炼总结，发挥
专业力量使之“可用”；在法律通过前，及时开展立法需求调
研，让专家的意见发挥作用；在立法后更要主动开展普法宣
传，将艰深的法条用词转换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让大家真正
深入地参与到立法的每个环节中。

这就是我们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它究竟能发挥出怎样不
凡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敞开大门听意见 原汁原味传递立法心声
——四川北路街道人大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纪实

持续监督破难点 助力打赢持久战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人大代表人大代表

章雷代表：积极履职 建言献策

积极参加常委会、街工委组织开展的
监督活动，通过“明察暗访”查缺补漏，及时
汇总并反馈发现的问题。以“两代表一委
员”集中联系社区等活动为契机，深入了解
居民区垃圾分类情况和群众满意度，收集
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投放、按时投放等方面
存在的难点问题。针对居委会没有执法
权、大件垃圾处置难、腐败垃圾易吸引蚊虫

等问题，形成代表建议并及时提交。

杨园代表：深入社区 广泛宣传

作为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总干事，长
年深耕垃圾分类事业，有着丰富的宣传和实
践活动经验。结合执法检查工作，在蒋家桥
垃圾分类微体验馆开展垃圾分类法规和知
识宣传，强化居民分类意识，展示代表履职
风采。与欧阳路街道合作实施“神奇花园”
社区项目，亲自指导居民将湿垃圾制成肥
料，投入专门开辟的花园，让群众体验垃圾

变废为宝的过程，使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

蔡幼芬代表：紧扣法规 亲自指导

认真对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深入结合《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街镇考核标准》，积极参与并做好执法检查
各项工作。多次深入问题突出的居民区，
实地查看垃圾分类投放点位运行情况，就
小包垃圾处置、垃圾厢房卫生管理、小区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等方面问题给予垃圾分类
工作人员指导和建议。

杨俊代表：结合本职 提升实效

作为执法检查组成员，认真对标《条
例》，积极参加执法检查，踊跃提出意见建
议。同时作为居委会主任，在自己服务的金
枫里小区内创新管理举措，协调物业公司对
垃圾厢房进行技术升级，加装语音提示监控
并关联手机软件，增强对居民投放行为和投
放习惯的监督力度，提升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实效。

 代表履职风采

梁国珠是虹口区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嘉兴路
街道网格化第五片区工作站副站长，原瑞康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她扎根社区二十余年，始终把选民和居民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排忧解难，赢得居民信任

梁国珠刚到居民区工作，就遇到情绪激动的居民老丁上
门诉苦：老丁系外地返沪，没有工作，和残疾儿子相依为命，生
活困难。为此，梁国珠主动帮他落实了一份工作，协助他儿子
申请救助，并时常上门关心。老丁一家的日子逐步得到了改
善，逢人便说梁书记帮了大忙，并加入志愿者队伍回馈社会。

近年来，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梁国珠召集居民座谈，
汇总意见后和有关部门沟通，最终促成利用小区断头路新
增车位20多个；她又引导业委会制定停车管理规定，引导居
民规范停车，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题。

建言献策，履行代表职责

瑞康居民区基础设施差，时常出现下雨积水情况，梁国
珠提出加强老城厢设施维修的代表建议，不久排水系统等

公共设施得到修缮，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在指导帮助
业委会开展工作过程中，梁国珠发觉很多业委会成员不擅
沟通，服务意识不强，她提出对新当选业委会主任组织培训
的建议，得到区房管局采纳实施。2015年，互联网金融风靡
一时，一些人跟风投资造成损失，梁国珠分析情况后提出关
于加强金融诈骗监管的代表建议。2017年，梁国珠结合代
表集中联系社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于生活垃圾分类、共
享单车停放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有效推动了社区治理。

此外，梁国珠提出的开放居民区周边学校运动场地、加
大标准化菜场补贴力度等建议也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她表示：只要群众有需要，她就会不断履行职责，建言献策。

孜孜不倦，不断学习提高

梁国珠把学习与履职有机结合，不断提高自己的履职
能力和水平。她全程参加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初任培训、
履职培训和区情报告会等学习活动，积极参与常委会和街
工委组织的视察、调研和执法检查，多次应邀列席区人大常
委会会议，不断提高履职本领。此外，她还多次列席区政府
季度工作例会以及区政府有关部门的会议和执法活动，主

动申请旁听法院庭审并参加法院院长接待日活动，深入了
解区情、提升法律知识水平。梁国珠说，学习越多，知识就
越丰富，视野就越广阔，履职底气就更足。

责任扛肩上，使命永不忘。梁国珠代表通过自己的积
极履职，赢得了选民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称赞，诠释了人民
代表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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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心中的贴心人 选民眼中的代言人
——记区人大代表梁国珠

 代表履职风采

▲▲ 执法检查启动会现场执法检查启动会现场
◥◥ 执法检查组检查商场垃圾分类工作执法检查组检查商场垃圾分类工作
▶▶ 执法检查组和部分区人大代表检查居民区垃圾分类工作执法检查组和部分区人大代表检查居民区垃圾分类工作

胡培华是虹口区第十五、十六届人
大代表，虹口实验学校校长。他时刻牢
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的光荣使命，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切实为
人民群众代言。

守好责任田，实干担当展风采

当12年前两所困难学校合并成虹口
实验学校时，全校 132名教师中仅有 8名
高级教师。面对曲阳优质教育资源相对
集中的现状，很多老师看不到学校发展前
景，感觉“没奔头”。胡培华校长不惧艰
难，提出要用 10年时间打造上海一流的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办学理念上，他坚持

“要把百姓的孩子高高举起”；在教学观念
上，他强调帮助、引导；在师生关系上，他
强调尊重、赞赏。为激励教师们形成共
识，他连续开设《一切从改变开始》《聚焦
课堂，关注有效教学》等讲座，成为教师培
训的重要“校本课程”。在他的带领下，虹
口实验学校取得了一连串的成绩——
2011年入围“上海市新优质学校”；2013
年成为“上海市文明单位”；2015年获得
国家教育最高荣誉“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2018年荣获“上海市花园单位”；
2019年成为“上海市文明校园”。

情系一方人，建言献策为民谋

运三居委会是胡培华代表联系的居
民区，尽管工作很忙，但他始终铭记人大代
表的身份，坚持参与社区建设，持续关注老
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一次，几位老年
居民向他反映配药难，他专门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调研，就调研结果向有关单位进

行反映，并提出相关代表建议，有效推动了相关问题解
决。他提出的腾克路沪陵市场改造建议，得到了政府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改造升级后的市场面貌焕然一新，附近
居民无不交口称赞。此外，他还深入曲阳地区各大口单
位，为单位职工做报告，解答广大职工关注的孩子入学读
书等问题；作为上海东方讲坛的兼职讲师，为曲阳地区广
大居委干部、居民代表上课、做讲座，宣讲家庭教育方法。
今年疫情期间，他亲自把牛奶和洗手液送到运三居委，亲
手分发给社区工作人员，彰显了人大代表的担当和使命。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胡培华代表时刻牢记人大代表
的使命，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实践为民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