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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宁波的“大氧吧”、“大水
缸”、蓄洪的“大海绵”和市民休闲的

“大公园”，四明山区域的生态保护
和发展工作，一直是本届市人大常
委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并被作为加
快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监督重
点来持续推进。

四明山区域因地处三区（市）交
界，管理主体多，统筹协调工作难度
大，区域经济基础薄弱，前些年的无
序、过度开发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
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目前在
禁止开发区域中尚有 8 万亩花木在
经营,涉及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 130
平方公里。

2015 年末，浙江省首个生态保
护红线规划——《宁波市生态保护红
线规划》，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该规划在市
域范围内共划定 85 块生态红线区
域，生态红线区域总面积占全市国土
面积的50.9%，其中，四明山区域的生

态红线区域面积占到整个区域面积
的 90.77%。该规划为四明山区域的
生态保护筑起一堵“防火墙”。

为了让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真正
发挥作用，经过多次集体视察和详
细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于 2016 年 10
月26日举行四明山区域生态保护与
发展工作专题询问会，通过现场问
情、问效、问策，推动政府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四明山区域生态保护与发
展工作。这也是市人大常委会继开
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民事执行工
作情况专题询问后第四次以专题询
问的形式对重点、热点工作进行依
法监督。

针对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现
场提出的 11 个问题，政府有关部门
负责人虚心听取意见，实事求是，逐
一回答提出的问题。

副市长林静国认为，功能定位
问题是整个四明山区域生态保护与
发展的焦点所在。作为我市重要的

生态功能区，四明山区域要突出生
态保护，但作为我市欠发达革命老
区，又需要加快发展。因此，必须坚
持保护与发展两手抓，在保护中促
进发展，在发展中加强保护。

市环保局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
保障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落实的措
施：严格产业准入，强化监管职能，
明晰部门职责，加强多部门的联合
监管、执法，努力推动生态保护红线
责任落地。林业部门和国土资源部
门介绍了生态修复的对策和措施，
旅游部门和农业部门则介绍了促进
该区域生态旅游业和替代产业发展
的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关注和跟踪监督四明山
区域生态保护和发展工作，督促政
府及其部门坚守生态安全这条红
线，抓住产业升级这条主线，筑牢农
民生计这条底线，努力为美丽宁波
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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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重要职权，监督工作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国家

权力机关职责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市委正确领导

下，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监督法，把监

督工作作为行权履职的重中之重，不断拓展监督工作

思路，积极探索监督方式方法，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各项事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改善民生是人大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本届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抓住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充分调研、广征意见的基

础上，把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贯穿一届的两

条监督主线，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确保民生改善取

得实效。

食品安全事关每个老百姓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
问题广受市民关切。自 2012 年以
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连续五
年将食品安全监督写入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年度工作要点，列为监
督重点议题。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回应百姓关切，2012
年，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五个执法
检查组，分赴各区县 （市） 和功
能区检查食品安全法规落实情
况。在听取和审议了执法检查组
的检查情况报告后，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根据执法检
查发现的问题和委员审议的情
况，形成常委会审议意见，要求
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研究落实。

2013 年，市人大常委会在我
市人大工作史上首次制定专题询
问制度，并于同年 6 月 26 日上午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对食品安全问
题开展专题询问。会上，12 位常
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就监管工作
难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

“早产奶”、“毒蛋糕”等事件，向
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问
题，分管副市长和食安委所有 24
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逐条认真
回答提问，做出承诺。首次专题
询问聚焦集中、互动面广、震撼
力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和肯定，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刘奇高度评价并做出重要批
示：“由于准备充分、安排有序，
新的监督形式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很有意义。”

为巩固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和
专题询问工作成果，督促政府完
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动员
全社会力量共同营造“人人关心
食品安全，人人维护食品安全”
的良好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充分

运用重大事项决定权，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下午，在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 《关
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这
是我市人大以重大事项决定形式
促进食品安全的首次探索。

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一以贯
之跟踪监督食品安全动态。从督
办 2012 年“一法两规”执法检查
审议意见落实情况以来，每年根
据实际需要开展跟踪检查，并将
市政府对人大食品安全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报告逐年在常委会上
予以审议。2013 年 4 月底，常委
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按
照放心粮油、放心肉、放心菜、
放心奶、放心水产品和百万学生
饮食安全等“五放心一安全”要
求，分七路开展持证暗访和突击
检查，之后又在常委会领导带领
下，分三组到江北、江东和鄞州
等地开展专项视察。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整改的薄
弱环节，2014 年 5 月中旬，市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赴鄞州、江东
等地专项视察小餐饮食品安全情
况。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2015
年 6 月 19 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五
十次主任会议专题听取了市食安
办关于全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
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督促政府圆
满完成百万学生餐饮安全工程三
年行动计划。去年，常委会在前
四年连续监督的基础上，对 2012
年以来我市食品安全推进工作开
展一次“回头看”，专题听取和审
议五年来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

对食品安全开展监督，光靠
人大组织的检查暗访和专项视
察，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市人
大常委会大力创新监督方式，探
索借助群众的眼睛、社会的力量
来加强食品安全监督。

一支由市民群众、媒体记者

和人大代表等 50 人组成的食品安
全 监 督 团 于 2013 年 4 月 正 式 建
立。三年多来，食品安全监督团
成员以其“火眼金睛”活跃在我
市食品安全监督第一线，义务参
加食品安全明察暗访活动共 157
人次，受查食品单位 316 家，发
现的问题涉及种植、养殖、加
工、运输、销售和餐饮等各个环
节，及时为人大审议食品安全提
供了第一手资料。

2014 年 6 月 25 日，市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的审议
现场，播放了一部由市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联手媒体精心制作的
小餐饮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调查片

《小餐饮·大社会》，这部时长 20
分钟的专题片以生动直观的视频
形式取代传统的书面调查报告，
高质量地反馈了调查情况，增强
了审议效果。

为了更全面摸底我市食品安
全总体情况，去年，市人大常委
会首次委托第三方开展食品安全
评估调查。当年 6 月，专业社会
调查机构——宁波零纬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就食品
安全工作现状对社会公众开展问
卷调查和满意度测评，回收有效
调查问卷 2200 份，并形成调查分
析报告，为人大开展有针对性的
监督提供了参考。

五 年 一 贯 连 续 监 督 食 品 安
全，加大监督力度，创新监督方
式，取得了政府工作上台阶、群
众舌尖保安全、社会共治增合力
的良好成效。在中国社科院发布
的 2015 年国家 《公共服务蓝皮
书》“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改善最大
的城市”中，宁波位列第三。从
社会调查情况来看，有89.5%的受
访居民对本市食品安全状况表示
满意，高于对全国食品安全状况
满意率近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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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市民生活在蓝天白云
下，加强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监督，是本届市人大常委会监督
工作的另一条鲜明主线。这项工作
持续推进，成为“美丽宁波”建设的
重要推手。

“如何减少宁波的雾霾天数？”
“作为江南水乡的宁波，如何避免生
态用水不足的尴尬？”“雨天一身泥，
晴天一身灰，这样的建筑扬尘现象
何时不再出现？”……2014 年 10 月
29 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专题询问会。这一专题询
问会围绕2013年出台实施的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的决议》施行情况展开。常委
会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反复研究确定
询问主题和重点，并拍摄制作了“宁
波生态环境”电视片在专题询问开始
前播放。此次专题询问引起了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早在 2013 年，市人大检查组在
听取市政府关于生态市建设工作情
况汇报时，检查组成员就关心的全
市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对市政府相
关部门开展了一次集中询问，使检
查组对全市的生态环境进展情况有
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综合运
用专项检查、专题审议、专题询问等
方式，先后开展了建设生态市决定
作出 10 周年系列活动、环境保护法
贯彻实施情况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执法检查等监督活动，进一步强化
对大气、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的跟踪
监督，持续推进宁波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于 2014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就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的决议》和国家新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结合每年
的生态环境专项工作监督开展检
查，督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全面

实施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相关决定
决议，按照规定依法行政、严格执
法。

同时，市人大常委会积极配合
省人大开展了《环境保护法》《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办法》《浙江省气象条
例》《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并组织市、
县两级人大上下联动，增强检查的
声势和效果。

各区县（市）人大常委会结合各
地实际，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监督。如宁海、奉化等区县（市）人
大常委会连续几届对生态建设工作
开展跟踪督查，镇海区人大常委会
将生态环境保护议案处理列为重点
监督事项，年年监督、持续推进，有
力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江

东区人大常委会围绕民生工程实
施、生态区建设等问题，约见和问询
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推动了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解决；
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对群众关切的污
水主干管建设问题紧盯不放，促成
了江北连接北区污水处理厂主干管
及时建成。

去年 7 月 1 日起，《宁波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这项被称
为宁波“史上最严”的环保立法，对
近 60 种大气环境违法行为设置罚
则，包括“对超标和超总量排放、
无排污许可证、发生管道泄漏不及
时修复等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计罚”

“对拒不履行政府停业关闭和环保
部门停产整治的企业，政府可以责
成供电供水部门实施停电停水措
施”等，为人大更好地实施生态环
境保护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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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询问。

2014年11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2016年9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四明山区域生态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