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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议案
1.许跃生代表领衔

提出的“关于在全市推
行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等安全设施统一管理
的议案”。

2.朱奖怀代表领衔
提出的“关于规范我市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 成 立 和 运 作 的 议
案”。

3.则悟代表领衔提
出的“关于将厦门打造
成为‘全国公共文明行
为典范城市’的议案”。

●优秀建议
1.陈丽霜代表提出

的“关于围绕‘美丽厦
门，共同缔造’建设现
代化新农村的建议”。

2.生柳荣代表提出
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厦
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
建议”。

3.王静等代表提出
的“关于我市加快‘一
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4.康丽卿代表提出
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市中强化基层治理
法治化的建议”。

5.林杰代表提出的
“关于出台鼓励和支持
引进厦门市先进制造
业政策的建议”。

6.黄继义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提升改造岛
外基层医疗卫生基础
条件的建议”。

7.蔡丰收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岛
内外教育一体化，促进
全市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建议”。

8.张劲秋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推
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的建议”。

9.柯溪水等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强燃气安
全管理的建议”。

10.郑幸红等代表
提出的“关于打造侨批
文化广场的建议”。

11.黄种持代表提
出的“关于在翔安区设
立两岸现代水产种业
园区的建议”。

12.释普端代表提
出的“关于调整生育政
策、全面开放二孩的建
议”。

13.黄素玉代表提
出的“关于建设‘厦门
智库’网络信息平台，
促进智力资源共建共
享，服务厦门创新发展
的建议”。

14.曾清华代表提
出的“关于推广港口岸
电、建设绿色生态港的
建议”。

15.黄金安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强食品市
场检查力度及媒体监
督，让食品安全在阳光
下运行的建议”。

16.柯友升等代表
提出的“关于推进五缘
湾片区环境改造提升
的建议”。

17.黄国华等代表
提出的“关于加快杏林
湾水环境综合治理的
建议”。

文/通讯员 陈传琳 本报记者 陈冬
去年两会期间，张劲秋代表领衔提出了“进一

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的建议”，建议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居家养
老服务社会化，同时加大政策兜底力度，完善政府
购买服务举措，实现多元供给主体的居家养老模
式。该建议直击当前民生关注重点，主任会议决定
将其办理情况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满意度测评项目，
通过人大督促，助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去年底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首次对该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往年都是由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议办理情
况，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议。而去年，议案办理工作
满不满意需要通过满意度测评来表达。这对政府加
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工作力度也是一个促进。

市、区两级政府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经费纳入
各级财政预算，建立福利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发
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投入保障机制。去年，市政府新
出台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意
见》，将孤寡空巢老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列入政府购
买服务的试点范围，引导和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
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创办民办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经孵化培育，2015年全市新增为老服
务社会组织43个。

此外，各区正探索建立以居家养老需求为导向

的项目生成机制，和针对政府托底供养对象提供无
偿服务、针对低收入和空巢老人提供低偿服务、针
对有经济能力老年人提供有偿服务的居家养老服
务收费制度。

积极尝试用“互联网+”思维打造社区居家养
老信息化平台。去年4月，在全省率先启用全国统
一养老服务专用电话“12349”，成立了“厦门市市
民养老服务中心”，推出居家养老服务移动客户端
APP—i欢孝。

尽管满意度测评的结果为“基本满意”，但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仍然有待加强，常委会组成人员在
审议时，纷纷支招：提升财政养老投入绩效，逐步
完善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加大养老服
务信息化平台的推广力度，大力扶持培育为老服务
社会组织。

地铁车站要弘扬
厦门文化艺术
“关于将厦门地铁同时建成地下
艺术宫殿的建议”办理侧记
文/通讯员 杨帆 本报记者 陈冬

在建的厦门地铁，到底将会被“装饰”成什么
样子？是东京地铁的日式浮华，还是俄罗斯地铁的
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在去年市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期间，以李忆敏代表领衔的几位市人大代表就
特别关注地铁的艺术设计工程，特别提出“将厦门
地铁同时建成地下艺术宫殿的议案”。

为充分体现我市特色，在地铁车站公共区装
修设计的初步方案中，轨道交通装修设计将根据站
点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及文化特征，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与个性色彩，体现区域文化特色，将突出闽南
风格，划分老城段、特区段、集美段3个特色段，按
照“一线一景”、“一线一色”的原则，体现厦门的地
域文化。

去年11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组成人员、
议案代表和部分财经委委员，对我市轨道交通建设
及车站装修设计、出入口景观设计的进展情况进行
了集中视察。代表们一致认为，厦门地铁是一个惠
民工程，更要成为精品工程、百年工程。地铁建设
不仅要突显地方特色和艺术水平，使之成为体现

“美丽厦门”品牌形象的一张独特艺术名片，同时也
要充分考虑工程的质量安全、运营管理、服务水平
以及盈利能力，做到安全性、功能性、经济性与艺术
性相统一。

▲市人大代表视察地铁1号线莲花路口站。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供图）

促进居家养老
服务社会化
“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
度，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
议”办理追踪

▲市人大代表视察“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代表建议办理情
况。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供图）

案例

集美区对办理黄国华等人大代表提出
的《关于加快杏林湾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建
议》高度重视，区政府成立杏林湾流域污水
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
长，制定杏林湾流域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总体
工作方案，对环湾基础设施建设、水面执法
管理、流域综合整治等做出了具体部署。目
前，杏林湾污水整治系统工程全面展开，环
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九天湖整治工程、后
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相关项目不断深入
推进，取得扎实成效。

市卫生局办理“关于合理规划建设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积极推进包括分
级诊疗试点改革在内的各项医改工作，采取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推进
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分工合

作、加大财政对基层医疗倾斜力度、实行差
别化的医保支付政策、推行家庭医生基层签
约服务、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等一系列举措，
初步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分级诊疗改革经
验，得到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等部委
的充分肯定。

市交通局认真采纳代表建议，通过建
议办理积极推动工作，解决了一批民生问
题，有力促进了公交运输的和谐发展。上半
年累计新增公交线路3条、优化公交线路29
条，继续推广开通社区公交，更新投放公交
车辆 139 台（清洁能源新能源公交车 101
台），建成投用翔安肖厝、集美大桥南公交
站。同时，加强运输组织保障工作，加大人
员和车辆投入，有效落实春运、海峡论坛等
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的交通疏运保障等，取
得一定的成果，办出了实效。

让代表满意 让人民受益
——2015年市人大代表建议工作办理纪实

文/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萧涵

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全市300多名市
人大代表共提出了352件建议、批评和意见，涵盖了
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建设、“一
带一路”战略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建设管理、基
本公共服务等热点难点问题，集中反映民情民意民
智，充分体现了代表们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反

映着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经过一年的办理，市政
府及各承办单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已全部按要求办
结，向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1
月18日，在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上，表彰
了2015年度市人大代表优秀议案、建议共20件，其
中优秀建议17件。

市十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
优秀代表议案
和建议名单

为了实实在在地办好这352件建议、批
评和意见（简称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不断完
善建议督办机制，加强和改进督办工作，确
保每一件事关民生的建议能落到实处。

市人大有关专委会采取组织代表视
察、调研等各种方式跟踪督办，推动建议目
标要求的实现；政府及各承办单位明确责任
分工，严格办理制度，规范办理程序，加强与
代表沟通，注重成果吸收与采纳，切实转化
为利民富民的好政策。

从收到的代表对办理结果反馈意见
看，2015年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质量进一步
提高，其中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占98%；
2%经重新交办后，有关承办部门再次办理
或补充答复，取得了代表的满意回复和理
解。

如今，接到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几乎很
少“推诿扯皮”，办理态度更加务实。一方面
积极与相关部门协商，另一方面主动与人大
代表沟通，实行“开门办案”，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召开座谈会、电话联系、个别走访等形
式，在交流中更准确、更全面把握建议的内涵
和意图，为共同协商办理、解决问题创造了条
件。如在办理郑幸红代表提出的《关于打造
侨批广场的建议》时，承办单位中华街道积极
与市、区有关部门和单位沟通联系、协商协
调，切实推进华侨银行改造及侨批广场建设
工作，依法依规拆除侨批广场上的临时建筑
物，同时也多次与代表电话沟通、实地调研，
共同探讨如何在拓展老城区公共空间基础
上，更好地保护历史风貌，传承侨批文化，扎
实细致的工作获得了人大代表的肯定。

除了态度的转变，承办单位的办理机制
也更加完善。如市文广新局实行办理情况通
报制度，定期将办理进度在局办公会进行通
报，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有力推进
了办理工作；市财政局创新建立“三个转变”
机制，由“文来文往”向“人来人往”转变、“办
文”向“办事”转变、“务虚”向“求实”转变，有

力促进了建议办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
健全领导、承办部门、办公室“三位一体”责任
机制，建立完善交办、催办、答复、审核、回复
跟踪五个环节的督办制度，并将建议办理工
作与日常工作促进有机结合，在认真解决处
理建议中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
范围，更深层次的方面去研究思考问题，以求
从根本上促进问题的解决，努力使建议办理
影响更大，更富有成效；市教育局形成了注重
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沟通，注重建议办理的实
效性，注重建议办理的责任制，加强与相关部
门协调，加强局机关内部协调，加强与主办、
会办部门协调的“三个注重”、“三个加强”制
度，很好促进了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市信访
局实行“五定”工作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人
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责任制度；市公安局建
立通报批评、倒查问责、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制
度；海沧区政府实行“办前有联系、办中有征
求、办后有回访”的“三访”制度等等。

可以说，大多数承办单位都建立了比
较完善的办理机制，促进了建议办理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有效提升了办理工作
的质量。

去年，市人大常委会创新监督形式，首
次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项
目包括“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
度，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议”、“关于
加强燃气安全管理的建议”、“关于提升改造
岛外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议”等3件
建议。通过测评，结果是“基本满意”，3件建
议也被评为优秀建议。

在促进建议办理方面，除了日常由市
人大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带领各相关专委会
开展座谈、调研、视察等多种形式的督办工
作外，还坚持在去年8月的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上，听取市政府“代表议案及建议办
理中期进展情况报告”。

对办理建议较多的承办单位，市人大
常委会分管代表工作的副主任，带领市人大
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督查室的工
作人员，来到实地检查办理工作的进展情
况、听取意见建议、协调有关问题。

代表建议和办理结果进行得如何？人
大代表和群众可以在厦门人大网站上实时

“监控”。此举可有力促进代表建议水平和
办理质量的提高。

对围绕中心工作提出的代表建议，承
办单位重视与我市全局性的布局相衔接，重
点组织实施，注意将代表建议的办理与重点
工作的推进相结合，既办理了代表建议，又
推动了中心工作。

如“关于进一步推进福建自贸试验区
厦门片区建设的建议”办理，关注顶层设计、
注重统筹协调，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构建良
好的营商环境，首创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
基地、率先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率先
创新“三互”口岸监管机制，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负面清单+备案管理”模式以及深
化对台合作，促进两岸贸易和人员往来便利
化，对台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全面启动等，
着力推进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

再如，“关于我市加快‘一带一路’建设
的建议”的办理，充分发挥我市在口岸、贸
易、投资、华侨华人、人文历史、民间交流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努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核心区的战略支点城市。“关于出台
鼓励和支持引进厦门市先进制造业政策的
建议”办理，对“5+3+10”现代产业支撑体系
进行布局。“关于清理和规范涉企投资项目
有关中介收费的建议”办理，推进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关于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管理
体制的创新的建议”办理，着力打造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典范城市。

市农业局在办理“关于围绕‘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议”时，加
强政策推动，积极将人大代表的建议吸纳到
全市“三农”发展的相关政策中，努力把代表
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措施，专门成立由市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现代都市农业领导小
组，编制《厦门市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发展规
划》，梳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
断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

完善督办机制
确保落到实处

首次满意度测评
提升督办效果

加强沟通协调 完善办理机制

围绕中心工作 组织实施推进

关注民生工作 增强办理实效

▲市人大代表视察华强文化主题公园
二期建设。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供图）

▲市人大代表实地察看冠成大厦业委会运
作及物业管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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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民生的议案和建议落到实处关民生的议案和建议落到实处，，为美丽为美丽
厦门建设添砖加瓦厦门建设添砖加瓦。。图为美丽的白鹭图为美丽的白鹭
洲洲。（。（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过去一过去一
年年，，市人大市人大
代表为打造代表为打造
全国生态文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典范明建设典范
城市献计出城市献计出
力力。。图为五图为五
缘湾湿地公缘湾湿地公
园园。（。（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 王 火 炎王 火 炎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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