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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协优势 促进基层善治

■ 范孝东

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基层政协大有可
为。 基层政协汇聚了基层社会不同阶层、
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团体的各族各
界代表人士，具有联系广泛、代表性强、智
力密集等优势，能够通过界别渠道体察社
情、收集民意，开展交流协商，找到社会的
最大公约数，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治理格局。

但一直以来，基层政协也存在“下不

去”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协制度
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政协在乡镇（街
道）只有活动组，没有工作机构。 同时，县
级政协委员中，城区委员较多，乡镇普遍
较少，存在极不平衡的现象。 这些因素，使
得政协在基层的影响力有限，自然也就难
以为推进基层治理贡献政协力量。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最终必须落实在基层。 人民政协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政协工
作向基层延伸，建立健全更接地气的履职

机制，是政协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
首先，要把组织机构向基层延伸。 从

实际情况来看， 基层群众通过政治参与
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强烈。 作为
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

要形式 ，完善政协在乡镇 （街道 ）的组织
形式， 让政协成为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
与的重要平台， 能够为推进基层治理形
成共识、汇聚力量。 近年来，我省市县政
协积极完善乡镇（街道）政协联络组工作
机制 、创新住乡镇 （街道 ）政协委员活动

召集人制度， 有力提升了基层政协的组
织化程度， 进一步拓展了政协工作的触
角和作用发挥的空间。

其次，要把工作重点向基层延伸。 健
全组织是基础，发挥作用才是关键。实践
中，应依托基层政协履职平台，围绕基层
治理中的难点堵点， 常态化开展履职工
作。要既重履职形式创新，也重成果有效
转化。对于一些重要协商意见，要强化跟
踪落实，促使协商成果全面转化，让基层
群众真正享受到治理成果。

最后，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 ，广大政
协委员要积极参与。 政协委员要自觉深入
基层一线走访调研，做到倾听民声、体察
民情、集中民智，聚焦群众操心事揪心事
烦心事，反映真实情况，多建务实管用之
策， 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帮助解决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难题。

·得失谈·

■ 本报记者 李浩

记者：在乡镇设立政协联络组织有怎样的意义？
丁伯明：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乡镇机构中仍没有
明确建立政协组织，如果乡镇政协组织机构不健全，上面有“头”下
面无“脚”，没有根基作为依托，会造成工作中上下联动不够，运转不
够顺畅，政协工作在基层弱化，对县、市政协组织发挥整体功能就会
带来了一定影响。 建立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组织，是县级政协
向基层的拓展和延伸，便于基层政协更好履行建言资政职能，最大
限度地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协调关系、汇聚力
量的工作。

徐理响：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组织全覆盖，充分体现了政
协协商民主的人民性和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性，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实践。为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履职提供了平台和保障，有
助于加强委员间的联系、增强组织活力，有助于政协委员更好地围
绕基层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献言献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有
助于打通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有助于实现政
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推动政协
协商向基层延伸、向实处发力，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
机构的独特优势、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记者：我省在乡镇设立政协联络组织做了哪些工作，取得怎样
的成效？

丁伯明：为夯实政协基层基础，我省在没有建立乡镇（街道）政
协联络组织的地方，认真落实住乡镇（街道）政协委员活动召集人制
度，做到委员履职活动有人召集；一些市县完善既有的乡镇（街道）
政协联络组工作机制，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办公场所、有制度、
有经费”标准设立，将之与召集人制度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县（市、
区）政协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协商的组织化程度，做到委员
履职服务更加有力；把探索搭建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等老百姓
家门口的协商平台， 作为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加
强培育、扩大影响，做到委员履职更富活力。 目前，我省已实现了乡
镇（街道）县（市、区）政协委员联络组织全覆盖，市县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制度效能和工作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
协主动、各方配合的良好格局进一步巩固。

徐理响：我省高度重视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组织工作，省
委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
要推动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相衔接、同社会治理相结合，并开展了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情况的督查，以推动落实、推广经
验。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明确政协联络组织的性质、职
责定位和具体运行的体制机制，有的地方由乡镇（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兼任联络组组长或委员活动召集人，有的地方明确联络组组长
由主任科员担任专职，按照乡镇正职给予待遇，有的地方明确联络
组组长列席乡镇（街道）党（工）委会议等重要会议。乡镇（街道）政协
委员联络组织也深入治理一线，搭建了诸如“有事好商量”“政协委
员进网格”“政协委员进村居”“连心茶室”等基层协商品牌，提升了
基层治理的品质。

记者 ：如何进一步推进乡镇 （街道 ）政协委员联络组织建设
工作？

丁伯明：我省将继续落实省委“建立住乡镇（街道）县（市、区）政
协委员活动召集人制度”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委员联络服务机
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开发区（园区）政协工作联络组织，由党
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或党政班子成员中资历较深、能力较强的同志专
职担任负责人。 结合各地工作实践，明确联络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名
称、职责、职级、考核等事项，为辖区内各级政协委员履职搭建平台、
提供保障。 按照“专委会+联络组织”的模式，健全县（市、区）政协委
员在乡镇（街道）、开发区（园区）开展履职活动的制度机制。

徐理响：新时代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进一步加强
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建设，明确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组织的性
质、定位和权责，统一标识、名称及运行规范、考核标准等，推进健康
发展、规范运行。要理顺与县（市、区）政协和所在乡镇（街道）党（工）
委间的关系，构建更有助于联络组织有序运行的体制机制。 要加大
保障力度，建立激励机制，在人财
物等方面保障联络组织的高效运
行、 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能力建
设，推进基层协商“提档升级”“提
质增效”，在基层协商、基层治理
中更充分发挥和展现政协力量、
政协特色和政协优势。

● “资政建言离不开民声，凝
聚共识离不开民心，而乡镇政
协工作联络组正是直面人民

群众的‘一线’阵地。 ”
———长丰县政协负责同

志

● “设置乡镇政协工作联络
组之后， 通过发挥政协委员
的专业优势及时向上级部门

反映一些急难愁盼问题 ，使
一些基层治理的‘梗阻’得到
畅通。 ”

———长丰县造甲乡政协

工作联络组负责人

● “街道政协召集人组织
‘微协商 ’，让企业设了 ‘妈
妈班’，工作时间自由 ，既能
挣钱又能顾家，‘宝妈 ’们都
夸好。 ”

———滁州市琅琊区扬子

街道居民卢梅

● “越是在基层 ，与群众切
身相关的问题就越多， 就越
需要发挥民主协商的作用。 ”

———滁州市琅琊区政协

主席施发兵

● “政协是‘舞台 ’，委员是
‘主角’，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
主体作用， 是提高基层政协
履职水平的关键。 ”

———望江县政协主席汪森

● “现在镇上有了政协工作
召集人，履职活动多了，协商
氛围浓了，我们作为政协委员
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更强了。 ”

———望江县政协委员曹

冰慧

我省在乡镇设立政协联络组织有怎

样的意义，做了哪些工作，如何进一步推
进该项工作？ 记者对话省政协办公厅相
关负责同志和专家———

延伸政协触角 真心服务群众
对话人：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丁伯明

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

地研究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 徐理响

民主协商 解决民生难题

“嘀！ ”２０２１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４ 点多
钟， 滁州市新江玻璃厂员工卢梅像往常一
样打卡下班，骑上电动车接孩子放学。 “街
道政协召集人组织‘微协商’，让企业设了
‘妈妈班’，工作时间自由，既能挣钱又能顾
家，‘宝妈’们都夸好。 ”卢梅说。

滁州市琅琊区扬子街道位于琅琊经开
区内，企业多、居民少。 街道政协委员组在
走访中发现，辖区企业面临用工压力。 与此
同时，很多家庭妇女因为要接送孩子上学、
照顾老人等原因无法上班，造成人力闲置。
“如果能引导宝妈到企业上班， 岂不是双
赢？ ”扬子街道政协委员召集人周红梅组织
政协委员、 企业负责人以及妈妈代表开展
“微协商”，大家充分发表诉求。 经过协商，

委员企业新江玻璃厂与扬子路小学联合设
立“妈妈班”，采用弹性工作制，让妈妈们可
以灵活掌握上下班时间，按件计酬。 这项创
新解决了 45 名 “宝妈 ”的上班需求 ，同时
“妈妈班” 工作的女工流动性小， 让招、求
“两难”变成了双方“共赢”。

“越是在基层，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问题就越多， 就越需要发挥民主协商的作
用。 ”琅琊区政协主席施发兵说，该区建立
街道政协委员召集人制度后， 将全区 111
名政协委员下沉到 8 个街道 、9 个村和 35
个社区， 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零
距离、全覆盖。 各街道政协委员组按照“年
度有计划，月月有主题”的要求，全年活动
不少于 12 次，每季度至少开展 2 次“微协

商”，针对基层群众反映的烦心事、难心事，
开展协商、凝聚共识、解决难题。

“群众是基层协商主体，最关心的是反
映的问题和诉求能不能得到尽快回应和解
决。 ”施发兵告诉记者，为了规范协商流程，
琅琊区政协采取政协参与基层协商 “四单
管理”，即群众点单、委员买单、协商接单、
跟进查单。 每个季度初，委员到社区、村组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梳理分类，形成议
题清单；由召集人召集委员商讨议题清单，
将群众聚焦的难点热点优先列为协商议
题，排出协商计划；然后邀请党委、政府的
相关部门参加，形成协商意见；最后区政协
会同党委、政府督查部门跟踪督办，及时反
馈，完成协商闭环。

2021 年，琅琊区政协各街道政协组，共
开展各类“微协商”59 次，有效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451 件，让一个个民生问题，变
成了一件件暖心实事。

我省将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拓展，，全面建立乡镇（（街道））政协
委员联络组织，，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与基层治理相
结合——————

政协履职如何深植基层沃土

搭建平台 激发履职热情

“卫生室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
线，你们向群众提供哪些卫生服务？ ”

“现在卫生室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反
映的？ ”

……
近日， 在望江县赛口镇政协工作召集

人的组织下，6 名政协委员对该镇各村（社
区）卫生室开展视察。委员们跑遍了全镇的
卫生室，深入察看“建得怎么样”。他们看得
仔细、 问得深入， 详尽了解了医疗服务环
境 、家庭医生签约 、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等
情况。 经过一天的实地调研，委员们接着
召开座谈会，对卫生室建设提出意见和建
议。 类似的委员活动，在赛口镇每月至少
开展一次。

“政协是‘舞台’，委员是‘主角’，充分
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 是提高基层政协

履职水平的关键。 ”望江县政协主席汪森告
诉记者，过去，县级政协在乡镇一级定位不
明晰，组织不健全，使得政协工作人员力量
薄弱， 工作基础薄弱。 一些基层委员成了
“年委员”“会议委员”。 本着“不建机构建机
制”的原则，望江县于 2021 年建立乡镇政
协工作召集人制度，在全县 10 个乡镇配备
了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联络员，实现乡镇
政协工作全覆盖。 在望江县委的支持下，提
名推荐专职乡镇党委副书记为县政协委
员，兼任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明确为正科
级。政协工作联络员明确为副科级。并设立
独立的办公场所、落实工作经费、完善委员
档案和工作台账，做到了人员到位、硬件设
施到位、职责到位。

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制度， 有效解决
了基层政协“有人办事”和“有平台办事”的

难题。 2021年 6 月，211省道太湖至望江一
级公路建设过程中， 拦断了凉泉乡境内南
干渠区域一条道路，造成韩店村、凉泉村部
分居民出行不便， 群众和施工单位产生矛
盾。凉泉乡政协工作召集人储琳立即组织
政协委员开展调解 ， 先后召开 3 次议事
会，最终确定在南干渠新架桥梁连接边道
的解决方案。 方案确定后，召集人和政协
委员一道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建设资金，
推动项目尽快实施。目前，桥梁修建工程已
经完工。

“有了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之后 ，既
搭起了基层协商平台，又充分激发了委员
履职热情。 ”汪森告诉记者，各乡镇政协工
作召集人定期组织开展专题讲座、经验交
流、调研视察等活动，让政协委员得到“充
电”“加油”，促进履职水平不断提升。 “现
在镇上有了政协工作召集人，履职活动多
了 ，协商氛围浓了 ，我们作为政协委员的
责任感和归属感更强了。 ”望江县政协委
员曹冰慧说。

■ 本报记者 李浩

收集民情 畅通治理“梗阻”
“水渠新修后，水流快多了，明年灌溉

不用愁了。 这都得感谢镇上政协工作联络
组， 帮我们反映了问题。 ”2021年 12 月 26
日，看到汩汩清水贯穿田头，长丰县杨庙镇
庙南社区村民杨远平笑逐颜开。

庙南社区部分灌溉支渠一度损坏严
重，渠道淤塞变窄，村民取水不便，雨季排
洪困难，村民们反映强烈。 杨庙镇政协工作
联络组组长沈模玉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针对如何修缮支渠，决定组织政协委
员、村民代表来商量。 经过充分协商，大家
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对老圩、岔路口村民组
支渠进行清淤和硬化改造。

但是，社区力量有限，仅靠自身难以实
现。 “作为党政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镇政协
工作联络组有责任反映群众诉求，助力党委

政府解决群众难题。 ”沈模玉告诉记者，杨庙
镇政协工作联络组将相关问题上报镇政府，
并建议由镇一级层面来帮助解决。 随后，杨
庙镇将庙南社区老圩、岔路口组放水支渠硬
化项目列入民生工程，修缮 600 米左右农业
用水支渠。 在政协工作联络组的努力推动
下，2021 年 10 月，庙南社区老圩、岔路口村
民组支渠硬化工程顺利完工， 庙南社区 400
多口人的农业用水问题得到解决。

“资政建言离不开民声，凝聚共识离不
开民心， 而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正是直面
人民群众的‘一线’阵地。 ”长丰县政协负责
同志表示， 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及其联系
的政协委员，工作和生活在最基层，能够及
时收集社情民意信息。 长丰县政协要求各
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每月撰写 2 篇社情民

意， 组织政协委员深入村居小巷、 田头车
间，用力用心收集信息，帮助基层党委政府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是县级政协的基
层组织机构， 通过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让政协委员能够有效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 不久前，长丰县造甲乡政
协工作联络组组织住乡政协委员视察该乡
道路畅通工程造甲至陈刘路段施工情况，
就群众反映强烈的道路施工慢、 安全隐患
大等情况，形成视察监督报告。 经长丰县政
协《委员建言》形式报县政府，得到分管县
领导批示。 批示后半个月，“施工人数明显
增加、进度明显加快。 ”造甲乡政协工作联
络组负责人说。

“设置乡镇政协工作联络组之后，通过
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优势及时向上级部门
反映一些急难愁盼问题， 使一些基层治理
的‘梗阻’得到畅通。 ”造甲乡政协工作联络
组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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