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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四届人大五次
会议明年1月召开

青年报通讯员 陈高勇 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
议将于2017年1月15日召开，1
月20日闭幕，1月14日下午召开
预备会议。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筹备工
作第一次会议上获悉的信息。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出席并
作动员讲话。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
海同通报了有关筹备工作情况。
据悉，根据有关决定，建议市十四
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为：听
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16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上海市2017年市级预
算；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审议《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
例( 草案) 》；选举、表决有关人事
任免事项等。

大会期间通过了《上海市学
生联合会章程》，这也是上海市学
生联合会首个章程。为了落实群
团改革提出的群团组织要坚持依
法依章程独立开展工作，今年6
月，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秘书处组
成工作团队，开展《上海市学生联
合会章程》的起草工作。

按照全国学联章程的规定、
群团改革的要求和章程本身的
定位，学联认真起草，听取各高
校团委、学生会以及各区团组织
的意见建议，还专门征询了全国
学联对章程（讨论稿）的修改意
见。

在学代会征求意见的过程
中，学生代表讨论热烈，提出了
45条修改建议，大会秘书处连夜
研讨，最终采纳了10条。

然而，昨日在章程表决前
发生了“意外”一幕，在主持人
征询现场代表对章程还有无意
见时，先后有 4 名代表举手提
问，就修改后的章程草案再次提
出意见。来自复旦大学的洪茂
成为第一个提问的代表。针对
章程第十四条“凡在学的中国
学生，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
仰，均为学生会、研究生会会
员”，他提出：“随着学校留学生

越来越多，他们能不能加入学
生会？”

原来在小组讨论阶段，洪茂
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意见，学校的
留学生也在大会期间向他询问过
这一问题。“我想了解其中原因，
履行好代表职责。”

对此，团市委副书记刘刚现
场回应说，章程对学生会、研究生
会会员的表述参照了《中华全国
学生联合会章程》的规定，有关留
学生是否能加入学生会，他们将
反馈给全国学联，寻求章程框架
内更合理的安排。洪茂很理解，
也表示会将回复传达给学校的留

学生团体。
此外有关所在学校研究生会

的身份问题、会费问题、如何发挥
自我监督的问题，都第一时间得
到了专业的解释和说明，最终章
程以全票通过。

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出席会
议并讲话。她希望各位代表和
同学们要准确把握学联、学生会
组织的本质属性，认真履行主责
主业；要以改革创新增强学联、
学生会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学生
的能力；要以更加严实的标准抓
好学联、学生会组织中的骨干队
伍培养。

我国2018年底前
将全面建立河长制

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健全长效机
制，我国将在2018年底前全面建
立河长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11日公布，意见提出河
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
区域。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在要求，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
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
的制度创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推行河长制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狠抓责任落实，抓紧制定出台
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安排，到2018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根据意见，我国将全面建立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由党委或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河湖设
立河长，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各河
湖所在市、县、乡均分级分段设立河
长，由同级负责同志担任。

意见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要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实行一
河一策、一湖一策。坚持依法治水
管水，建立健全保护监督考核和责
任追究制度，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加强社会监督，建立河湖管理保护
信息发布平台，通过主要媒体向社
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湖岸边显著
位置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职
责、河湖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
等内容，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
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意见强调，要强化考核问责，
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问题，实
行 差 异 化 绩 效 评 价 考 核 。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昨日闭幕 通过首个市学联章程

努力实现学联呼声与 青年心声“同频共振”

“我们请几位代表上台，

做个互动小游戏。”在市学

联第十六届委员会见面会

前，主持人“随机”邀请了近

10 位代表上台，上海交通大

学 的 尤 煜 龙 就 是 其 中 之

一。本以为需要参与一些

小游戏还有点紧张，随着主

持人说出他们身上的共同

点“他们的生日都在 12 月”，

会场熄灯，一只写有“学在

申城，心联你我”的大蛋糕

被缓缓推上台，全场代表们

齐唱“生日快乐”，让“寿星

们”感动万分。

“太意外、太感动了。”现

场分发完蛋糕，手上拿着一

块蛋糕走下台的尤煜龙还忍

不住感叹。12月20日生日的

他第一次过了那么暖心的集

体生日会，“我们因为工作聚

集在一起相互支持，也因为

这个小细节，真正感受到学

联在用心创造一个温暖、贴

心的大家庭，此生难忘。”

正巧昨日生日的代表顾

圣楠也直言：“超级感动。”

见证了暖心生日会的上

海理工大学学生代表郝宇新

也感受到学联“无微不至的

关怀”，“不是 12 月生日真的

有点遗憾，为大会点赞。”

5家委办局到场与学生“面对面”
■现场

■花絮

■报眼

复旦大学学生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

同济大学研究生会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联合会

东华大学学生会

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会

上海海事大学学生会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会

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会

上海杉达学院学生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上海南汇中学学生会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为12月生日的学生代表集体庆生

在闭幕式后召开的市学联第
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43家委员团体的代表选举复
旦大学学生会、上海南汇中学学
生会等15家团体组成市学联主席
团，选举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

会主席李腾同学为市学联主席。
在随后首次举行的市学联第

十六届委员会见面会上，李腾携
手主席团团体代表与全体学代会
代表见面，他与团体代表手拉手，
向所有学生代表鞠躬，也阐述了

工作职责。
李腾告诉青年报记者，学联是

学生组织，他们会倾听更多来自学
生的声音，也会让学生会、研究生
会，高中、中职学生会相互间多交
流，齐头并进，一起发展，“我深感

责任重大，同时也充满了憧憬。”
一位学生代表感叹：“亲切、

接地气的主席团见面会，让所有
代表都看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青
春力量。一场学代会，把所有人
的心真正连在了一起。”

昨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举行。大会通过了首个上海
市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的新任市学联主席联手主席团团体代表首次召开“见面会”，与全体代表“面对
面”，共述使命与责任。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团市委副书记刘刚出席会议。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首次设立提案
制度无疑是大会的亮点之一，327
位正式代表提出的提案共计 53
件，每位代表都至少联署了一份
提案。大会期间举行的提案交流
会更是落实提案制度的平台，代
表现场交流提案，市教委、市绿化
市容局、市公安局等5家委办局到
场与学生“面对面”答复，让学生
的提案有了“回音”。

团市委表示，学联不仅要做
青年的“传声筒”，更要做青年的

“扩音器”，努力实现学联呼声与
青年心声“同频共振”。

教育教学提案占比最多
委办局全“接单”

关于解决高校快递收发问题
的提案、关于增添上海公共交通
学生卡的提案……据介绍，大会
提案工作启动以来，收到来自本
市62所高校、87所中等学校（含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327位
正式代表提出的提案共计53件，
涵盖了教育教学、校园生活、综合
保障等六方面。涉及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市绿化市容局、市公
安局等15家单位。

其中关于教育教学的提案有
18件，占比最高，达到33.9%。关
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高校学生激
励体系、性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高中生生涯教育、
教育制度创新等方面。部分代表
建议恢复评选上海市高等学校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激
励同学们的上进心。来自洋泾中
学的学生代表张胤安在交流会上
带来了“建议加强高中生生涯教
育”的提案。

10件有关校园生活的提案关
注垃圾分类、智能校园、校园安
全、校园管理和校园流浪动物安
置、数据库信息交流共享等方
面。有代表建议完善校园移动信
息化服务，做“互联网+”时代的领
跑者，也有建议建立快递行业的
管理规范，让快递收寄更加便捷
高效。

有关学生组织的提案也有8
件，占提案总数的15.1%。代表们
关注学联联动、组织建设、国际交
流、社团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志
愿服务和综合保障类的各有6件
提案，志愿服务规范化、服务认证
多元化、高校医保完善、助学资格
评定等都是学生代表关注的重
点。另有5件提案有关公共交通。

提案提交后，后续反馈一度
让团市委有些担忧，担心委办局
不“接单”，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所
有委办局都积极“接单”，并做了
研究。

其中最快给到回复的是由上
海理工大学提出的“关于妥善安
置校园内流浪猫狗的提案”，只花
了3天时间，有关部门就给出了书
面回复。

据了解，最晚到春节前后，所
有提案将都得到各委办局的回
复。

垃圾分类建议
与“相关部门”想法一致

高校的垃圾分类做得如何？
提案交流会上，作为提案人，华东
理工大学学生会主席崔然提出的
有关基于完善高校垃圾分类体系
的提案引起了现场代表的关注。

上海平均每天要产生 2.2 万
吨的生活垃圾，在“垃圾围城”时
代，“垃圾分类”可以综合减少70%
的垃圾焚烧以及填埋量。但他们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研等方式
进行调研后发现，对于调查问卷
中罗列的最常见的 10 种生活垃
圾，仅有 21%的学生能全部正确
归类。

在对学校奉贤校区进行为期
6天的实验后，12000人的校园内
产生了 12.3 吨的垃圾，其中宿舍
楼产生的垃圾占比 82.6%。“于是
我们划分两个区域推行两种方
案，宿舍区进行垃圾激励回收模
式，非宿舍区需要靠学生自觉。
针对二手物品的处理，加大宣传，
让学生知道垃圾去了哪里也很有
必要。”

“崔同学提出的关于在校园
内分区域不同模式开展垃圾分
类的建议，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区
域的差异性，也与我们目前推行
的生活区、学习区的方案不谋而
合。”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
管理处处长徐志平感叹崔然等
代表提出的建议与他们“想法一
致”。

徐志平觉得，有关学校垃圾
分类体系建设和加强宣传教育的
具体建议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垃圾分类的推进离不开学校的
重视和学生积极参与，希望把垃
圾分类渗透到教育体系中，能出
现一批有示范意义的垃圾分类
学校。也希望更多大学生积极
参与，为垃圾分类、环境保护出谋
划策。”

徐志平的当场回复让崔然很
开心，他觉得真正推进垃圾分类
可能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学校有
社团在做相关宣传活动，下一步
学生会可能也会参与其中。”崔然
说道。

他们所交的提案中有实地调
研，也有详实的数据，并不只是表
面功夫。事实上，这次学代会所
交的53提案每份都是“干货”。市
学联秘书处介绍，早在今年6月底
前，此次学代会已经完成了代表
选举，为的就是让代表们能充分
利用暑假时间，为提案做调研。

9 月，市学联又专门组织召
开了提案培训会，让学生代表们
结束调研后，学习如何撰写提
案，“这次 327 位正式代表，每一
位至少联署了一份提案，学生代
表既关注了现实问题，也培养了
履职意识。”市学联秘书处负责人
说道。

普通学生带来
公共交通提案获回复

“我曾在文汇路龙源路红绿
灯交汇处亲眼看到一名骑电动车
的学生和一辆转弯的私家车发生
了碰撞。走访后发现可能与路口
红绿灯设置有关。这次我带来的
提案就是聚焦大学附近红灯时车
辆右转与绿灯时车辆左行、直行
分划的。”

提案人郑彦杰是立信会计金
融学院的大二学生，在提案中，她
提出了文汇新天地附近的红绿灯
设置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机动
车道和非机动车道要科学合理划
分等建议。

郑彦杰是一名普通学生代
表，没有“主席”、“部长”等头衔，
却十分关注身边现象。第一次在
几百人面前做提案交流，虽然紧
张，但能有机会“发声”让她特别
兴奋。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宣传中心
主任丁斌在回复了郑彦杰的提案
后，会后还专程找到郑彦杰，相互
留了联系方式，邀请她有空可与
交警相关人员交流，一起探讨红
绿灯设置方案和后续落实情况。
这样积极的沟通让郑彦杰觉得

“很酷”，也会积极跟进。
关注公共交通的还有东华大

学，提案人徐少东带着“关于增设
大学城（以松江大学城为例）交通
设施的提案”来到交流会，针对大
学城的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前往
市中心及其他区域的需求也在日
益增加，但与之匹配的交通建设
却没有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他们
提出“高峰时段，建议以地面公共
交通为主，临时性地为高校学生
提供便利”等建议。

对此，市交通委的陶逸璞分析
了目前位于临港、奉贤、松江等大
学城的交通情况，也表示交通委鼓
励并支持由学校牵头会同合法的
运营企业及平台，基于学生出行特
点，提供更加便捷、多样化、高品质
和有保障的出行服务。“比如各大
高校之间、各高校与地铁站点间
等，可以发展‘定制巴士’、‘商旅
快线’等营运模式。”

另有市教委、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相关老师、负责人到现
场，对学生提案进行回复、交流。

团市委副书记刘刚表示，首
次设立提案制度承载着新形势下
群团改革的责任和使命，本身是
一种创新，但提案之后更关键的
在于“交流”。设立提案交流会，
为提案人和其他代表提供交流平
台，“就如垃圾分类，现场所有代
表聆听后等于上了一堂环保课，
交流能让积极的事被更多人知
道、传播，实现其价值。”

交流的另一方面是促进同学
代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良
性的互动交流能增进彼此的理
解，学生能理解政府推行的一些
工作，同时学生有了诉求，政府也
能做回应。”刘刚说道。

会议通过《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章程》

首设见面会主席团与代表“面对面”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第十六届主席团

团体名单

学生代表热烈讨论。

市学联主席团团体的代表与全体学代会代表见面。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相关单位负责人聆听学生心声，回复学生需求。

12月生日的代表一起切下生日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