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谊报讯 舟山市普陀区市民李
先生喜欢骑电动车出行。最近他发
现，城区大街上多了很多电动车充电
桩，很方便在外充电。这一民生工程
的背后，是区政协提案的助推。

去年，区政协委员朱水萍、陈布萍
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建设的建议》的提案，建议改
善老旧小区充电设施，推进新建小区
和公共场所充电设施建设，并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

提案建议得到很好落实。该区决
定在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上增设 100

套智慧充电设施，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75套。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扫码关注公
众号，并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扫描插座
上方的二维码，选择所需的预缴时长
和支付方式，确认支付即可进行充电。

普陀还积极推进新建小区和有条
件的住宅小区、背街小巷安装充电桩，
对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充电桩，在充分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移位调整，满
足百姓实际充电需要。

据悉，普陀还将以老旧小区改造
为契机，在有条件设置电动车充电桩的
老旧小区安装充电桩。 通讯员 林洁

普陀区政协民生提案落地

电动车充电不再难电动车充电不再难

加快完善艺术入村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细化艺术家工作室的运行管理体系，制定出台
《艺术家工作室动态管理办法》，强化指导性、操
作性和长效性。组建艺术家工作室专家委员会
和艺术家工作室绩效评估小组，把好引进签约艺
术家的入口关和退出关。研究探索通过第三方
文化服务企业进行协调、运营艺术家工作室的市
场化运作模式。

加快建设艺术乡村体系。建设好统筹协调
村民、艺术家（文化团队）、村集体、地方政府四方
资源的有效平台，推动艺术下乡向“艺术在地”转
变，构建乡村文化空间，促进原住民与入驻艺术

家融合，促进城乡互动融合。通过乡村价值、乡
村审美等乡村元素的输出，吸引优秀文化艺术团
队、渠道资源主动投身传统乡村，促进文脉保护、
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发展。深入挖掘乡村文明的
原真性，发挥文化艺术再造潜能，通过艺术集聚
村落、乡村艺术活动、乡村艺术展览、艺术创作交
流等方式介入，以艺术活化乡村，让文化血液重
回传统乡村，让乡村价值得到有效彰显。

加快发展艺术乡村产业。推动艺术家工作
室从独立式入驻向集聚式专业团队、机构入驻转
变，打造高校艺术、乡村艺术、连环画、摄影、文学
诗歌等专业艺术集群村落，增进艺术家互动交

流，增强团队艺术创作、市场化运营能力，实现运
行管理成本的最小化和资源有效利用的最大化，
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乡村艺术片区。推动文化
艺术与工业、农业产业融合，探索艺术与生活一
体化的新产业模式，有效拓展生态价值转换通
道，以展示展览、艺术培训、艺术交流、艺术服务、
乡村文创产品开发等方式，积极推动乡村精品传
播、提升乡村自信，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系统推
进乡村的文化产业复兴，探索地方政府、村集体、
村民、艺术家（文化团队、机构）四方共同参与、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模式，激活乡村文化业
态，推动乡村艺术产业发展。

松阳的秀美田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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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朱少珍

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建设乡村公共文化
空间。竹源后畲村引进以中国美院艺术品管
理学院院长单增为首的高校艺术家团队入驻
工作室，建成松阳县首个村级美术馆，成功
举办首届“后舍”艺术春季展。叶村斗米岙
村引进艺术家工作室 17 家，孙景波工作室、
乡村艺术馆对外开放，举办“移动源代码”斗

米岙当代艺术展，让村庄成为天然的艺术大
展厅。

开展艺术活动，重塑乡村文化活力。中
国美院夏克梁老师入驻叶村南岱村成立艺术
家工作室，推动南岱手绘艺术建设，带领“边
走边画”研修团队深入松阳写生创作，出版
的《行画古村落——走进松阳》一书较为系统

地介绍了松阳古村落的建筑形制和特点，活
态展现乡村文脉。

深度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文化业态。四
都平田引进的“云缬坊”茶扎染工作室、美食
实验室等，通过开展文创研发、销售、培训和
艺术沙龙等活动，极大提升了艺术集聚村的
多元性，推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现有基础：

2018年5月，松阳县创新推出了艺术助推乡
村振兴工作暨“百名艺术家入驻乡村计划”，充分
发挥当地传统村落、传统民居资源优势，以“艺术
在地”为方向推动老屋活化利用，系统推进乡村
产业变革，推动了古村复苏。县政协新闻体育出

版界别的政协委员调研发现，这项工作推进近两
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已签约艺术家工作室 85
个，形成艺术家集聚的村落 9个。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艺术家入驻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有待细
化提升，艺术家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效益发

挥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艺术造血功能有待进一步
提升等。在今年召开的县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
县政协新闻体育出版界别提交了《关于艺术助推
乡村发展的几点建议》的提案，为艺术入村出谋
划策。

让艺术照亮乡村让艺术照亮乡村

近日，龙港市政协提案督办会召开，各提案办理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提案办理方案，
与提案者共商提案办理。 通讯员 龙谐白 摄

松阳农村里的戏曲表演。 通讯员 王图 摄

联谊报讯 近日，宁波市政协常
委会会议传来消息，政府系统主办的
524件提案都已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
毕，办结率、面商率、满意率分别为
100%、100%、99.2%，其中提案已经解
决落实的 325 件、正在解决或列入计
划逐步解决的 183 件，即约 97％的提
案建议得到采纳，提案办理质量有新
提高。

去年宁波政府系统承办提案约

占提案总数的 88.8%，内容涉及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城乡品质建设美
丽宁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
能、建设文化强市提升城市软实力、
发展社会事业保障改善民生、加强政
府自身建设等方面。市政府高度重
视提案办理工作，市政府领导领办全
会提案和 7件重点提案，全会提案办
理过程中，吸纳提案意见建议，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出台《关于开展城
中村改造攻坚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文件，启动实施《宁波市城中村改
造攻坚行动计划（2019～2025）》，分
类推进重点区块改造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针对一些提案提出的重点
难点问题，有的承办单位还采取邀请
座谈、组织视察、现场办公等形式，主
动邀请委员直接参与办理，认真听取
意见和建议，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

法和措施，提高了办理工作的透明度
和实际效果。

据悉，市政府各承办单位在办理
工作中始终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
顾、协调推进，做到能够解决的问题，
马上落实办理；因条件限制暂时难以
解决的，纳入部门专项调研课题，列
入今后工作计划。59 个承办单位中
有 47个实现了提案办理落实率、满意
率 100%。 通讯员 龚哲明

宁波提案办理质量有新提高

约约9797％提案建议得到采纳％提案建议得到采纳

联谊报讯 近日，海宁百合新城的居民惊喜地发现，
在小区云霞苑 15幢和河畔苑 18幢楼下面，新设置了两
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大家纷纷点赞这一便民举措。当
居民们得知这是海宁市政协提案推动的工作成效，他们
由衷地说：“政协委员的提案真正提高了百合新城的幸
福指数！”

百合新城的出行问题已成为居民一大烦恼，由于小
区建设时间早，停车位严重不足，导致许多有车一族只
能将车辆停在小区外围的马路停车位上。而小区规模
又非常大，使得许多居民上下班，从家门口步行到停车
位，需要走好几百米，花费 10～20分钟时间，居民迫切希
望公共自行车进小区。但由于住宅小区内部不属于公
共领域，公共自行车进小区的操作十分困难。一直以
来，居民虽有需求，却难以破题。

市政协委员胡月梅在调研中得知，海宁市在 2019年
已开展公共自行车电子围栏改造，改造后站点在固定设
施和停车占地面积方面有了大大的减省，在借车还车上
也更加智能便捷，为公共自行车进驻小区创造了条件。
在今年召开的市政协全会上，她提交了《关于要求试点
推进公共自行车进驻大型小区的建议》提案，建议有关
单位对一些原有的大型小区、“开转封”小区、出行相对
困难的特殊小区、公共服务机构等进行全面调查，细化
分布方案，能进驻的尽量进驻，以方便居民，缓解交通拥
堵和停车难问题。

提案办理单位海宁市交投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提案
办理工作。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徐文忠说：“集团公司
也一直在思考公共自行车如何破解进小区的难题，政协
委员的这一件提案，为我们破解难题，开展多部门沟通
交流创造了条件。”公司立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在多
个层面形成共识，决定先在出行矛盾最突出的百合新城
进行试点进驻，并协调相关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委员
会，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地选择小区中心位置的 2个站
点进行建设安装。2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投运以来，共计
投放公共自行车 60多辆，每天租用量达到 200多辆次，
尤其是在早高峰时段，投放车辆几乎每天借空，利用率
相当高。市民施先生说：“公共自行车进驻后，解决了居
民们出行的‘最后几百米’，这件事情办得太好了！”

据悉，下一步，海宁交投集团还将根据提案所提建
议，进一步在大型小区展开调研，吸收民意，与社区、物
业等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在百合新城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在多方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试点推广工
作，更好地发挥公共自行车在方便居民出行、缓解交通
拥堵等方面的作用。 通讯员 白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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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报讯 近日，温州生态园
管委会副主任徐欣隆一行上门走
访温州市政协常委、温州联友公
共关系事务所主任徐亮，为办理
好徐亮提交的提案《关于加强温
州瓯柑原产地保护，提升瓯柑文
化提案》进行面商。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高度重视
提案办理工作，特别注重办理过
程中与政协委员的面商沟通环
节，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切实提升
答复针对性和委员满意率，推动

提案办理落实。
徐欣隆对提案中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介
绍了三垟湿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
土文化的结合状况。生态园对瓯
柑优质品种给予大面积保留和提
升，力求做优做大三垟湿地标志
性特产品牌，提升瓯柑文化厚度
和广度。

徐亮对生态园管委会的提案
答复、办理工作情况表示满意。

通讯员 陈双燕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面访委员办提案

共话瓯柑文化打造共话瓯柑文化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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