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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横溪镇人大围绕党委中心工
作，以“服务发展提效、增进民生福祉、助推
共同富裕”为目标，紧密联系群众，纵深推进
人大各项工作，奋力做好新时代数字化改革
下的基层单元建设，在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首善之区“南沿门户”建设中积极贡献人
大力量。

■本报记者 夏娟 通讯员 郑拓 郭苗苗

“童心幼儿园、正始中学
等学校周围道路接送高峰期
拥堵，请问相关部门有什么
好的措施，来缓解学校周围
的交通压力？”近日，在代表·
镇长面对面——聚焦执法问
题、重塑文明横溪现场评议
会上，横溪镇人大代表、镇中
心小学校长王洪波就学校交
通压力大、影响道路秩序问
题向交警、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发问。

针对这一问题，鄞州交
警大队横溪中队中队长王天
一结合正始中学门口道路狭
窄现状给出了解决方案，一
方面增设电子抓拍设施、加
强执法力量，打击违停车辆；
另一方面由交警部门组织人
员在高峰期进行引导，与学
校联动宣传、鼓励家长即停
即走。“我们争取在年前实现
违停车辆下降50%以上，高
峰期拥堵情况有所改善。”王
天一说。

“这是一场事关民生问
题的特殊考试，既检验人大
的监督作用，又检验职能部
门的办事效率，受益的是地
方百姓。”当天，在现场主持

评议会的横溪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陆梁峰说，此次横溪
镇人大在评议政府部门工作
时，一改过去“部门汇报+代
表评分”的传统模式，创新
采取“你点我督”平台、代表
走访选民、代表团座谈会等
多种方式，收集了 54个民
生问题，以“代表现场提问、
部门现场作答”的形式，做
到了“代表问+部门答+当
面提+现场评”全闭环，同时
采用“一问一答、追问再答”
方式，最大程度满足代表

“提问有回应、疑问能解答、
追问无疑惑”的需求，做到
群众有心声、代表会反映、
部门要回应、代表可监督、
群众能评价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

横溪镇人大联络员告诉
记者，聚焦执法问题、重塑文
明横溪现场评议会提出的54
个问题，目前均已通过专题
督查形式落实办结。此外，
群众今年在“你点我督”中提
出的646件意见建议事项，
人大已督促相关部门办结
602件，办结率达到93.2%，
群众满意度高达100%。

镇人大开展食品安全主题接待活动。

镇人大代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2+10+66+6+x”全镇域督事网格体系部署会现场。

“镇里78名人大代表，
每周一以 2人一组轮流坐
班，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倾
听群众心事和群众建议。”说
起横溪镇人大工作创新做
法，昨天，横溪镇人大主席叶
仕兴自豪地介绍说，人大代
表“周一坐班制”，已经成为
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沟通桥
梁，也为选民说事有效地增
添了反映途径。

“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反映问题，建议想法常常
藏在心里难以表达。”“群众反
映问题渠道单一，有些意见建
议得面对面谈才有共鸣。”这
是横溪镇人大代表在前期基
层走访中了解到的不少群众
反映的共性问题。

“尽管近年来人大工作
越来越贴近群众，办事效率
也越来越高，但是在高效率、
零距离服务百姓的问题上，
仍有提高空间。”如何有效促
进人大工作的开展，叶仕兴
说，在持续增强人大代表责
任意识与履职意识的同时，
还要拓宽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的渠道。

对此，横溪在全市率先
推出“2+10+66+6+X”全镇
域督事网格体系，畅通全镇
域91个督事网格的民声民
意收集渠道，并集结 78名
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力
量，推进人大代表周一进驻
镇矛调中心“你点我督”工作
室进行选民接待，根据选民
需求开展“值班式”“点单式”

“上门式”的“三式法”调解，
以此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
地解决民生小事。

说起人大代表周一值班
给自己带来的益处，横溪村
石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时间回到10月底。当
时，石先生忧心忡忡地来到

“你点我督”工作室，向正在
值班的市人大代表、周夹村
党总支书记张利明反映，他
所在的横溪村存在工业环境
污染情况，某塑料厂在作业
时经常散发出刺鼻的塑料
味，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了
影响。

张利明了解这一情况
后，对该事件进行登记，并第
一时间联系了生态环境、城
建部门，要求相关部门查实
原因，尽快上门督促企业整
改。

此事解决后，石先生因
为一件烦心事，又来到了镇
矛调中心“你点我督”工作
室，“代表，村里倒是不臭了，
但是机器声音实在太大了，
还是给村民生活造成了影
响。”石先生苦闷地说。

张利明听到石先生的抱
怨，了解到该厂不开启环保
设备就出现异味、开启环保
设备噪声巨大的原委后，立
刻前往企业视察情况，并全
程监督相关部门落实整改。
在企业搬离后，张利明又对
石先生进行了回访，获得石
先生的好评，“代表听得进建
议，办事效率高，阿拉村民的
生活幸福感越来越强了。”

叶仕兴告诉记者，随着
人大代表进驻镇矛调中心

“你点我督”工作室的时间
越来越长，像张利明这样入
驻矛调中心、接待群众上访
的人大代表，被村民亲切地
称为“代表老娘舅”，选民们
面对面找代表提交意见建
议，拉近了人大代表与选民
间的距离，也促进了代表履
职实效。

截至目前，“代表老娘
舅”已接待选民150余人，收
集意见建议50余件，助力化
解矛盾纠纷10余起。

“部分企业具备了上市
条件，但对资本市场缺乏了
解，严重桎梏了企业发展，
怎么办？”“企业人口基数
大，有着一个人影响一家人
的效果。但有些企业缺乏
环保意识，衍生出资源浪费
的情况，我们应该提出好的
建议，引导企业低碳环保。”
近日，在横溪镇人大的“圆
桌式接待”主题活动上，企
业代表们围绕垃圾分类、食
品安全、企业发展、员工招
聘、疫情防控等问题和需求
积极讨论、提出建议，力争
将重点问题尽快解决。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
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横溪
镇人大今年以“七访七助”
主题年活动为契机，推出了

“代表企业行”活动，全力打
好助企纾困“组合拳”。一
方面推进网格化走访，78
名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
进入42个企业微网格内，

“分时段、分片区、分主题”
听取民声，收集问题建议
42件，经代表反馈至相关
部门抓好落实，解决率达到
88%；另一方面推进企业代
表进站，在镇级人大代表联
络站、片区人大代表联络点
内组织“1+N”的“圆桌式接
待”主题活动9次，由人大
代表、企业负责人和相关部
门共同参与，集中收集企业
难点痛点20余个，并督促
相关部门抓落实、抓整改。

“蓝图绘就，正当扬帆
破浪；重任在肩，更须策马
加鞭，横溪镇人大主席团
将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在学深悟透上下
功夫、在知行合一上求实
效，激发代表履职活力、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全力谱
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新篇
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宁波
实践点燃更多‘横溪星
火’。”叶仕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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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闭环机制 提升监督实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横溪接下来要怎
样推动乡村振兴，我们想听
听大家的好建议。”近日，横
溪镇人大以网络直播的形
式，在横溪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与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选民，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

围绕直播中的主要内
容，在线参与直播的镇人大
代表徐丹丹就横溪镇的乡村
振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横
溪镇生态环境交关好，古道
众多，深受众多登山爱好者
的喜爱，但是围绕古道发展
的其他产业链还有待挖掘。”

“走马塘村有‘荷塘咖啡’‘进
士糕’，为村民增收致富，我
们周夹村有古道文化、杨山
村有风车公路，这些地方知
名度高，有打造前景。我们
可以在古道和公路的入口
处，鼓励村民开发新的游玩
或美食打卡产品，让登山爱
好者登横溪的山峰、吃横溪
的美食，进一步感受横溪风
情。”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姚春梅激动地接过话茬。
在1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
代表、委员们拿出一股子拼
劲和干劲，集思广益为家乡
的乡村振兴出谋划策，气氛
十分热烈。

叶仕兴介绍，今年，横
溪镇人大以建强代表联络
站为重点，全力打造高效接
待选民的活动阵地。根据
代表联络站的建设意见与
要求，对1个镇级人大代表
联络站、2个村级联络点和
1个“你点我督”工作室硬件
设施进行了迭代升级。横
溪镇人大不仅在“你点我
督”工作室安装了显示屏和
摄像头、更新了上墙制度、
新增了“代表亮身份”展示
区，还依托“码上见”搭建了
代表进站直播渠道，对“站+
点”数字化联络站进行联
网，实现“线上直播+线上接
待”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实
现代表、选民、政府“视频连
线”无障碍。

“依托网络直播组织镇
人大代表、发动选民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
横溪镇以数智赋能拓宽代
表履职渠道、实现代表全天
候、面对面联系选民的一个
体现。”横溪镇人大联络员
告诉记者，今年来，横溪镇
人大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网络直播阵地，组织“两
代表一委员”、政府部门开
展人大接待活动14次，其中
开展食品安全、智慧养老、
垃圾分类等主题直播活动8
次，有效提高了人大代表进
站效率，进一步提高了群众
参与人大监督的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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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面对面联系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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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发展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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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情民意 解民忧民困

“代表老娘舅”周一进驻镇矛调中心。

代表·镇长面对面——聚焦执法问题、重塑文明横溪
现场评议会。

用心用情当好人民群众服务生
——横溪人大工作的“四种解法”

“我为共富献一策”网络直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