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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会有事做闭会有事做 活动有载体活动有载体 履职有作为履职有作为
——奉化区人大探索推行奉化区人大探索推行““五个日五个日””代表履职制度代表履职制度

去年开始，奉化区人大常委

会在锦屏街道试点的基础上，在

全区推行以“议政日”“蹲点日”“走访日”“接待

日”“述职日”为主要内容的代表活动“五个日”

制度。这一项制度的推行，有效激发了代表的履

职动力，丰富了闭会期间代表履职载体，探索出

了一条规范、有效、可持续的代表活动新路径。

2017 年 1 月下旬，奉化区人
大代表楼夙宁载着一卡车米、油
等生活用品来到江口街道的敬老
院，向老人们送上生活用品和新
年祝福，祝他们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这是奉化区结合“五
个日”活动中“走访日”的一个
剪影。

代表的真情真心，暖了百姓
心。“五个日”活动的开展，让代
表与选民实现了“零距离”接
触，激发人大代表履职尽责的积
极性，使代表再也不是会上“举
举手”、会后变成“潜水手”。

不要“潜水手”，而要“弄潮
儿”，正是“五个日”活动所要着
力破解的难题。

目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每年仅召开 1-2 次，而且会期
较短，基本上都不超过一个星
期。因此，闭会期间参加活动成
了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
重要途径。

如 何 发 挥 闭 会 期 间 代 表 作
用，一直是各级人大不断探索
的课题。人大代表联络站、主
题活动、调查研究……各级人
大机关为闭会期间的代表履职
提供了不少平台，但仍有许多
代表停留在被动参加活动的传
统履职模式上。

如何设计一个制度，用直接
明了、记得住、行得通的方式来
回答“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履什么
职、怎么履职、如何履好职”的
问题？“五个日”制度的探索应运

而生。
2014 年，以代表中心组为单

位，联络站为平台，“议政日”
“蹲点日”“走访日”“接待日”
“述职日”为载体的代表闭会期间
活动制度率先从奉化区锦屏街道
开始试点。

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一活动
开展以来，街道人大工委年均组
织代表活动数 （不包括接待日活
动） 从过去的 4 次左右增加到 12
次以上，代表走访选民 350 余人
次，全体代表积极支持村、社区
建设和困难群众救助工作，每年
各类捐款总数均超过 150 万元。
在奉化区人代会上提出的建议数
在 10个代表团中保持领先，连续
两年有 2 件以上建议被区人大常

委会评为“代表好建议”，基层人
大工作水平明显提升。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去年，奉化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把
这一活动上升到制度层面，并在
全区范围内推广。

为确保活动实效、丰富活动
内涵，奉化区在设计“五个日”
活动载体时各有侧重和作用：

——“议政日”活动注重发
挥代表督政问政作用，主要组织
代表听取镇、街道重要工作情况
通报，对镇、街道负责人开展工
作评议，讨论镇、街道重大事项；

——“蹲点日”活动注重发
挥代表建言献策作用，主要组织
代表围绕镇、街道中心工作和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
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议案建
议等；

——“走访日”活动注重发
挥代表联系群众作用，主要组织
代表开展走访选民，听取群众反
映和诉求，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接待日”活动注重发
挥代表为民代言作用，主要组织
代表进联络站开展接待选民活
动，听取意见建议，并将收集到
的意见建议移交相关部门办理落
实；

——“述职日”活动注重发
挥选民监督代表履职作用。主要
组织代表面对面向选民述职，接
受选民监督。

田平孝代表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常常为找不到履职的切入点
而苦恼，自从奉化区人大推行

‘五个日’制度后，感觉履职方向
和责任更加明确了，载体更加丰
富了。特别是有了这一制度的支
撑，履职也更有底气了。”

破解“潜水手”难题 代表履职更有底气

去年 5 月 11 日一早，奉化区
溪口镇湖山村的村民家中迎来了
一位访客——奉化区人大代表、
溪口镇湖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开
明。他为了湖山村拆迁工作，正
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听取村民的
意见和诉求。

“3 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要
到村民家走访、调研。”溪口镇
人大主席李常盛说，陈开明代表
走访后还会认真梳理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并提交拆迁指挥部作为
决策时的参考。令李常盛欣慰的
是，如今像陈开明这样积极作
为、主动履职的代表，不是一位
两位，而是如雨后春笋越来越
多。

“五个日”制度设计，使每一
个代表都能认识到自己应该做什
么、怎么做，代表履职也更加主
动、自信、自律。

奉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涛
说，我们希望通过设计这一制
度，打通代表联系选民、人大机
关联系代表的通道，丰富代表履

职方式，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
提高闭会期间代表履职成效，最
大限度地发挥代表在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让
“五个日”制度管用有效，奉化区
人大常委会在“五个日”制度具
体设计上明确了一系列的规范和
要求：

——有计划。代表中心组、
代表专业小组要制定年度“五个
日”活动计划，明确时间和内
容，每位代表对照制定个人履职
计划，并在履职档案中予以记录；

——有主题。每次活动要精
心设计主题，确保带着主题议
政、调研、接待；

——有台账。要明确专人负
责活动台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切实做到台账资料收集齐全、制
作规范，真实反映活动情况；

——有特色。要将原有的创
新举措与“五个日”活动相结
合，并加以完善提升，形成各有
所长、各有所重、各具特色的

“五个日”活动；
——有评价。年终对代表中

心组、代表专业小组开展“五个
日”活动情况以及代表参加活动
情况进行评价，评优评先。

“针对山塘水库，需要进一
步强化水利规划工作，加强对
水 利 工 程 招 投 标 环 节 的 监 管 ”

“实验幼儿园建成后，还要加强
校外停车接送、园内环保等问
题的管理”……在去年尚田镇

“议政日”活动上，代表们对各
方面工作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
见。

“以前，代表们没有这么活跃，
提出的意见质量也不高。”尚田镇
人大主席张礼传表示，一切都得益
于“五个日”活动的开展。在他看
来，“五个日”活动通过代表们的走
访、接待、述职等方式，与选民群众
开展面对面交流，使代表履职更接
地气了，自然也能提出更多贴民意
的建议。

一季一次“议政日”，一季一
次“蹲点日”，一月一次“走访

日”，一月一次“接待日”活动，
一年一次“述职日”，“五个日”
具体活动内容丰富、安排紧凑，
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环环相扣，
代表履职更接地气了。

“五个日”活动在奉化“遍地
开花”。去年以来，奉化各镇、街
道组织“议政日”活动 23次，提
出意见建议 80余条；市、区、镇
三级人大代表主动下基层开展

“蹲点日”活动 110余人次，代表
议案、建议质量提升明显；223
名奉化区人大代表走访选民 900
余人次，收集信息 350余条；“接
待日”活动围绕“四个平台”建
设、“农民建房”、“农村通路”等
百姓关注的问题进行，有效推动
中心工作和民生热点问题得到解
决；“述职日”活动各项准备工作
有条不紊地推进。

“做了不少实事，不负百姓所
托，现在面对百姓述职也不紧张
了。”奉化区人大代表、锦屏街道
西岸村党支部书记穆水定为“五
个日”制度点赞。

开拓代表联系群众新路 代表履职更接地气

“竺代表，大成路附近店面
的垃圾都堆到绿化带了！”2016
年 10 月，不少居民向奉化区人
大代表、锦屏街道居敬社区居委
会主任竺江反映，大成路沿街涂
料商铺将油性涂料随意堆放，严
重影响环境，给居民生活也带来
不便。

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竺
江代表深知，代表工作要开展得
好，关键就要针对百姓反映最强
烈、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去履职。

“居民反映很多，当年我就
以这一主题开展了一次接待活
动，听取百姓的意见。”“接待
日”后，竺江持续关注这一问
题，并提交了规范油性涂料经营
场所的建议。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规范的涂料经营场所开建，
搬迁工作随之付诸落实。

“我们在基层工作，能听到
很多百姓的声音，要把这些作为
我们开展工作的落脚点。”不少
代表都表示，“五个日”活动要
精准把握百姓关注的热点和需
求，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更加围绕中心，贴近民生。
自“五个日”制度全面推开以
来，奉化全区 11 个镇 （街道）、
10 个代表中心组围绕党委政府
的中心工作，围绕群众反映最强
烈、要求最迫切的热点难点问
题，做到精准选题、精准施策、
精准发力，组织代表就“最多跑
一次”改革、剿灭劣Ⅴ类水、三改
一拆、民生实事工程代表票决项
目实施等中心工作和民生热点，
开展各类集体活动 50余次，提出
各类意见建议 120 余条，有效助
推了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使代
表履职更显“锐气”了。

去年，奉化区锦屏街道人大
工委针对部分社区存在的物业服
务与社区居民预期存在较大差
距、物业管理费收取难等情况，
专门组织代表开展了“坚持问题
导向提高服务质量、破解物业收
费难”为主题的代表“接待日”
活动，听取业主、物业管理公
司、社区居委会等各方意见、建
议，并邀请建设、民政等部门参
与。这一主题“接待日”的意
见、建议提交奉化区政府后，得

到奉化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奉化区委在作风大整治中，
专门将不拖欠物业费作为每个党
员干部必须承诺做到的“四不承
诺”内容之一，有效破解了部分
小区物业管理费收取难问题，避
免陷入“物业费收不上、物业公
司运行困难、物业服务质量不断
下降”的恶性循环。该街道的阳
光社区还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创
建品质社区活动，努力提高社区
管理和服务质量，得到社区选民
的一致好评。

做活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
用，也是为了服务大局、助推中
心工作。为此，奉化区人大常委
会要求各镇、街道在开展“五个
日”活动时，要与民生实事项目
代表票决制、代表主题监督活动
等工作相结合，将区人大常委会
和镇 （街道） 人大年度工作、上
下联动监督工作等内容也纳入

“五个日”制度这一“篮子”，扩
大活动实效。

“五个日”制度不仅自身相
互促进，形成聚合效应，也推动
了人大其他各项工作发生质变。
像代表联络站、民情直通车、

“联民月”等载体，虽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代表的履职热情，但
在常态化和成效方面还有所欠
缺，“五个日”制度正好对其进
行了弥补和提升。

同时，奉化各镇、街道人大
还因人制宜，根据代表的结构来
源和不同专业，有针对性地组织
代表参加相应活动，鼓励代表结
合自身所长选择监督议题，使每
一名代表都能在活动中找准自身
定位，为百姓解决问题。

在“五个日”活动中，代表
履职既生动活泼，又扎实有效，
进一步打通了传递民情民意的

“绿色通道”，及时把党委政府的
政策主张传下去，把基层群众的
意见要求带上来，使人大代表真
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
桥梁纽带。

周涛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落
实省、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工作
的新要求、新目标，着力丰富制
度内涵，完善制度配套，使这一
制度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围绕中心、贴近民生
代表履职更显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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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记者 张 昊

2017年6月27日，锦屏街道中心组人大代表围绕“剿灭劣Ⅴ类水”主题开展“议政日”活动。 （吴晓琳 摄）

2017 年 5 月 22 日，奉化区人大常委会在锦屏街道代表联络站召
开“五个日”制度现场推进会。 （王渊 摄）

锦屏街道中心组人大代表现场视察剿劣工作情况。 （吴晓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