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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全省各地“民生议事堂”的时钟
齐齐拨向“共富”，“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如约启幕。

当天，在东吴镇，院士走进小乡村，与政
协委员、群众代表、相关部门共议未来乡村健
康场景建设，引发市内外媒体关注，叩开了全
市专题协商议事月之门。

让政协走近群众，也让群众走进政协。
其实，在鄞州，这样“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的场面早已不再鲜见。自去年
9月以来，鄞州区政协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政
协部署要求，快速推进“民生议事堂”“民情
‘鄞’聚站”平台建设，于去年年底实现25个
镇街“民生议事堂”全覆盖；截至今年8月，已
在230多个村社建成“民情‘鄞’聚站”，覆盖
率达60%，组织各类协商活动80余场。

以“民生议事堂”为基点，政协协商民主
的涟漪不断荡漾开去，园区内、车间里、大树
下、草地上……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协商在
基层生动开展。话民生、献妙计、绘共富，全
过程人民民主在“民生议事堂”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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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利于问题解决就在
哪里协商，群众喜欢哪种方式就
采用哪种方式协商。全面深入
推进“民生议事堂”建设是彰显
人民民主真谛、助力打造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浙江省域典范的
重要之举，是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优势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有效之
招，是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践
行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求的题
中之义。

下阶段，区政协将按照全省
统一部署，高标准、高质量持续
深化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聚焦
民生共性难题、企业发展难题开
展协商，多维度助力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并及时汇总梳理协商
成果，总结提炼经验做法，形成
典型案例，不断提升“民生议事
堂”品牌影响力。

如何进一步建好“民生议事
堂”这张具有鲜明辨识度和广泛
影响力的政协工作“金名片”？
翻开工作计划表，区政协思路清
晰、信心坚定。

下一步，区政协将按照“不
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和全覆盖
要求，促进协商平台一体化建
设。加快推动“民生议事堂”、委

员工作室、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
“三位一体”建设，精选有条件村
社深入布局“协商驿站”，在全区
形成政协协商实践“10+100+
200”工作新体系；进一步建好用
好管好“数字政协”平台，优化协
商计划报送、活动组织、成果晾
晒等全链条应用，强化“民生议
事堂”数字赋能。

通过加强协商力量整合运
用，统筹用好在鄞省、市政协委
员力量，引导委员积极参与基层
协商议事活动，带动更多的协商
资源和社会力量向一线集聚，助
力基层社会治理。同时，进一步
增强协商机制实用性，加强优秀
工作案例评选，促进规范化运作，
更好推动即事即办、现场办理、现
场消化。将“小而精、准而实、专
而深”提案办理引入“民生议事
堂”工作范畴，发挥“小切口”提案
办理效率快、见效快的特点，提升

“民生议事堂”工作质效。
同心协力、团结合作、凝聚

共识。未来，在鄞州，全过程人
民民主之花将继续绚丽绽放，为
推进“七创争先”、高质量打造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首善之区贡献
智慧和力量，当好新时代加强和
改进县级政协工作排头兵。

“小场景”撬动“大幸福”

“民生议事堂”书写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答卷

“民生议事堂”，聚焦在
民生，协商在基层。如何运
用“小场景”来解决提升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的关键小事，
鄞州一直在探索。

白鹤街道丹凤社区建成
于上世纪90年代，是典型的
老旧社区。居民代表反映，
近年来因为小区内树木的不
断增高，不少房屋光线受阻，
间接造成了小区内乱晾晒问
题，既不文明，也影响了邻里
关系。

为了解决居民日常晾晒
需要，白鹤街道把“请你来协
商”开到了“家门口”，组织居
民代表、街居干部和政协委
员围坐树荫下共商“家务
事”。半个小时后，“衣靠”公
益晾衣架项目高票通过，政
协委员现场认领实施。

像这样“家门口”的协
商，切切实实推动了一批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近年来，区政协坚持党建引
领，利用运作成熟的委员会
客厅（委员工作室）、镇街党
群服务中心等现有阵地建设

“民生议事堂”平台，积极打
造区级“请你来协商”、镇街

“民生议事堂”、村社“民情
‘鄞’聚站”架构，推进“民生
议事堂”、委员工作室、社情
民意联系点“三位一体”建
设，打通了政协在基层履职
的“毛细血管”。

如今，“民生议事堂”已
经形成“村晚微协商·老街小
板凳”“鹂西走廊汇议厅”“钟
言钟语”等十余个特色浓、接
地气的民生议事品牌。产业
园区、社会组织集中园、商务
楼宇、天童老街、火车厢里、
集装箱里相继开出“人民民
主”之花……

台子搭建得更完善了，
议题内容如何更“全”呢？民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
更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证人民当家做主，鄞州政
协各联委会从百姓需求中
听、从民生“关键小事”中寻、

从群众“急难愁盼”中找，聚
焦切口小、关联广、针对性
强，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又涉及基层群众公共服
务、公益事业和群众普遍关
注的事项。每年年初，各履
职小组提出意向选题，经联
系专委会初审和区政协主席
会议审议后，纳入年度协商
计划，让协商更加有的放矢。

议题选定后，除政协委
员、群众代表、利益相关方参
与协商外，相关部门负责人、
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学者
等也围坐一堂，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发
挥“民生议事堂”平台优势，
区政协不断强化制度集成创
新，规范运作。出台《“请你
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运
行细则》及《实施意见》，明确
了“民生议事五环节”，从提
出议题、议前调研、协商议
事、办理落实、效果评价等为
高质量协商提供“质保卡”；
制定可视化运行流程图表，
明晰每步操作规范及实现程
度，打造协商“说明书”；创新
建立“界别专业组对口联系
镇街联委会”机制及“大联
组”机制，让界别专业组委员
打破地域、行业边界，就近就
便参与活动，扩大协商“参与
面”；紧盯协商成果转化，
要求及时交办落实、全
程跟踪督办，形成治
理闭环，实现“共识
达成、事情办成”
目标，交出协商

“成绩单”。
小事简议、

急事快议，群众
现场表决、部门
现场承诺、委员现
场认领……小小

“民生议事堂”正是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
实践，让政协协商向基层
延伸，让协商成果进一步落
地见效，让人民群众有了实
实在在的“大幸福”。

9月是省政协统一部署的民
生议事堂“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专题协商议事月”，市政协第一
时间在鄞州召开全市专题推进会，
区政协提前谋划、先行先试，明确
全区25个镇街、230多个村社于8
月初启动系列协商活动。

如何深入挖掘滨海美食文
化？这是咸祥镇所关注的议题。
上月25日，在咸祥镇航空飞行营
地，区政协相关领导、政协委员、村
镇代表、农户代表、美食旅游大咖
等面朝大海，以美食为媒、以旅游
为径，齐画共富“同心圆”。

“要依托滨海用地打造海鲜市
集，提升体验层次，带动片区发
展。”“我们不仅要让大家在咸祥能
尝到特色美食，还要让咸祥美食能
够带得走。实现标准化输出后，就
会迅速扩大市场。”“可以尝试为基
层经营者对接引入优秀厨师、水果
种植专家、水产养殖专家，助力美
食发展。”……活动现场，大家围绕
主题开展面对面协商讨论，为咸祥
滨海美食文化发展建言献策。借
助“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咸祥镇
联委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协商
制度，明确了协商时序。

东柳联委会则创新探索了
“小潘talk”民生议事堂。小潘是
谁？又talk了些什么？联委会原
创情景剧的“有事好商量、樟树一
家亲”给出了答案：王贤良是幸福
苑社区的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
已有9个年头，小到邻里纠纷，大
到火灾事故财产理赔调解，他总
能抽丝剥茧，找到解决问题的“钥
匙”。“小潘”王贤良的师傅是“老
潘”潘明杰——宁波市人民调解
协会会长，10年来累计调解案件
达2000多件，成功率100%，荣获
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员、浙江好人等称号。

在东柳街道，像潘明杰、王贤
良这样的调解达人有100多名。
为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做深做好

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东

柳街道在幸福苑社区设立“有事好
商量 幸福工作室”，并结合政协元
素，成立“小潘talk”民生议事堂，
定于每月第一个周二下午开展活
动，进一步发挥“老潘+小潘”调解
品牌的影响力，激发社区自治活
力，提升街区幸福指数。

前期，“小潘talk”民生议事堂
举办了第一期议事会，聚焦老小区
改造后的门禁系统问题进行协
商。多方参与“面对面”协商，最终
形成共识，意见达成一致。下一
步，还将围绕樟树街精细化管理、
文明一键通应用、街区文化升级等
进行协商，为基层建设探索有效路
径，为背街小巷整治贡献政协智慧
和力量。

9月1日，“溪山共·老街小板
凳”民生议事堂活动在东吴镇举
行。院士专家和政协委员们结合
乡镇实际，提出“打造生态宜居、交
通便利、服务完善的医养结合格
局”“加大适合乡村健康场景建设
的人才培养力度”等专业建议，就
依托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东吴分
院推进“医养结合融合发展”方向
达成一致意见，有效缓解了村民和
卫生院代表们的担忧。

会后，为深入贯彻落实专题协
商活动议事成果，经东吴镇党委政
府研究，《东吴镇贯彻落实区政协
东吴联委会专题协商活动议事成
果的行动方案》正式成文，并印发
至各科室、村社，从构建选题、调
研、议事、落实到总结，闭环机制切
实把百姓心声落到实处。

未来工业土地全域治理研讨、
城市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的治理、住
宅房屋出租数字化管理、四级联动
共商乡村振兴、提升老旧小区生活
品质……从身边“小事”到全区经
济发展“大事”，“民生议事堂”里都
能议、都能商。自议事月活动启动
以来，全区已开展专题协商16场，
委员群众参与1100余人次，助推
解决问题53个，“民生议事堂”品
牌深入人心。

搭建“民生议事堂”
撬动百姓“大幸福”

共谋协商议事月
画大共富“同心圆”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打造政协工作“金名片”

白鹤街道丹凤
社区开展“社区事
大家议”活动。

“小潘 talk”民生
议事堂揭幕仪式。

全市政协系统“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推进会在鄞州召开。

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
开展“九曲河畔议事”活动。

东吴镇“溪山共·老街小板凳”民生议事堂里共议乡村振
兴共富路。

咸祥联委会举办“挖掘咸祥滨海美食文化，打响蓝湾鲜20品牌”
民生议事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