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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调研，建言献策

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尽显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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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召开在即， 回首过去
一年里， 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
在忙些什么？据介绍，他们始终
把民生焦点、 社会难点放在心
上，积极传递民意。无论是抗疫
前线，还是专题调研里，他们都
扎根一线， 为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提出了大量有深度、 有温度
的代表建议。

根植疫情一线，
充分发挥代表职能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上
海市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响应中

央和国家号召， 充分发挥代表
根植一线这一优势， 迅速采取
行动，身先士卒，积极投入疫情
防控工作。

其中， 丁光宏代表提出了
关于尽快建立国家医疗急救物

资储备体系的建议； 王俊峰代
表提出了关于完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立法的建议； 陈晶
莹代表领衔提出了关于修改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 廖昌永
代表携女儿廖敏冲一起应邀参

加了抗击疫情歌曲《保重》的领
唱、合唱；汤亮代表作为奥盛集
团当家人， 坚持把疫情防控作
为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来

抓， 不折不扣地做到疫情排查
全覆盖， 利用复工时间推迟至
2 月 10 日的窗口期，抓紧采购
口罩、消毒器材等防护物资，全
力保证奥盛集团在元宵节后的

顺利复工。
沈彪代表在疫情发生后 ，

第一时间建立了北管村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 并担任组长， 带领
大家及时制定防疫方案、 明确
任务分工、 排摸人口底数， 迅

速构筑起了疫情防控三道防

线， 即： 道口哨卡守牢 “交通
关 ” ； 封闭管理守牢 “进门
关 ” ； 联勤监控守牢 “细节
关”。 同时， 他把加快推进企
业开工复工复产作为工作重中

之重， 切实做到抗击疫情和经
济发展两手抓、 两不误。 在去
年 3 月 25 日 ， 北管村内已批
准复工企业达到 121 家， 复工
率达到 89%， 为嘉定区全面复
工复产起到了引领作用。

了解真实民意，开展全国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代表
们的专题调研主题也锁定了

“疫情下的企业生存”。 从 2020
年 6 月下旬开始至 10 月底，在
沪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了以 “保
市场主体，为激发市场活力、恢
复市场运行注入强劲动能 ”为
主题的专题调研活动。据统计，
共有 56 位代表参加今年的专

题 调 研 ， 占 代 表 团 总 数 的
96.5%。

调研过程中， 代表们深入
基层、 深入群众， 通过座谈交
流、 走访企业和实地考察等多
种方式， 力求真实掌握第一手
资料。调研既立足上海、又着眼
全国，全方位了解情况、发现问
题、寻求对策；既抓住宏观层面
的问题，又注重微观操作、从具
体问题入手，提出有价值、可操
作的意见建议。 经过调查和分
析研究， 形成了有一定质量的
调研报告。 同时， 不断总结经
验，转化调研成果，形成长效机
制。

代表们发现， 政府发布的
各项惠企政策虽在一定程度缓

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 ，但
在具体操作中部分政策实施细

则和操作流程还存在一定 “断
点”。为此，他们提出，应该运用
技术手段增加惠企政策透明度

和可获得性。

围绕 12个主题，
提出高质量建议

丰富的主题调研也为代表

们更好地履职、 建言献策打下
了基础。 去年 10 月中旬至 12
月底， 围绕 12 个主题线路，53
人（次）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与上
海市人大代表一起参加集中视

察活动。代表们反映，去年集中
式茶工作时间安排更加科学合

理，视察线路选择更加丰富、参
与次数更多、 了解掌握上海社
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等

各方面工作数据更全了， 对提
出高质量代表议案建议很有裨

益。
此外，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上，上海代表团的 58
名全国人大代表共提交代表议

案 33 件，代表建议 123 件。 尤
其是 33 件代表议案经代表提
交后， 全部被大会秘书处列为
正式议案，成绩斐然。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罗菁 ） 2 月 20 日 ， 国网
上海电力最新公布电力大数

据， 通过一系列居民用电大
数据分析， 这组颇有意思的
数据也从不同侧面精细描摹

出市民 “就地过年” 的行为
特征。

居民空房率明显下降
春节期间， 上海最高用

电负荷达 1948 万千瓦 ， 较
去年春节增长 12.28%。 而得
益于经济持续回暖， 特别是
“就地过年 ” 引发的长假经
济活跃， 春节期间上海全社
会总用电量达到 24.08 亿千
瓦时 ， 较去年增长 2.91% ；
春节最高日用电量 3.85 亿千
瓦时， 同比增长 12.24%。

因外来人口集中返乡过

年， 以往春节时上海的居民
空房率通常较高， 而今年春
节这一数据则显著下降。 按
照单户居民用户单日用电量

小于 3 度作为空房的标准进
行统计， 今年春节上海居民
日均空房数量约 334.26 万
户 ， 占居民总用电户数的
35.51%； 日均空房数较去年

春节减少 32.09 万户 ， 降幅
约 8.76% ， 反映出 市 民 对
“就地过年 ” 倡导的响应度
较高。

用电量相比下降一成多
用电量方面， 春节期间

上海居民用电超过 5.3 亿千
瓦时 ， 日均约 7572 万千瓦
时 ， 较 2020 年春节同期相
比下降约 16.92%。

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 ，
国网上海电力表示， 一方面

是由于今年春节上海天气较

为温暖 ， 占居民家庭用电
“大头” 的取暖用电量减少；
另一方面去年春节疫情形势

严峻， 居民大多选择居家过
年 ， 而今年疫情防控有效 ，
很多家庭选择外出休闲， 居
家时间缩短， 用电也随之减
少。

同时， 居民空房数量和
用电量的变化趋势也印证了

市民过年 “就地不宅家” 的
现象。 春节七天内上述两项

数据呈现明显的相反走势 。
其中， 居民空房率自除夕后
逐日上升， 至年初三达到最
高水平 ， 随后开始逐步回
落， 变化幅度约 18.95%； 居
民用电量则自除夕开始走

低， 年初三后逐日回升， 变
化幅度约 55.27%。

近郊旅游市场火爆
“就地过年 ” 成为主流

之下， 上海的节日氛围依然
浓厚， 市民外出购物、 娱乐

休闲热情格外高涨 。 选择
“不宅家” 的市民去了哪里，
又是怎么出行的？ 电力大数
据也折射出其中几个新热

点。
首先是近郊度假旅游市

场火爆 。 假期里全市 1200
余家三星级以上的酒店、 民
宿用电量较去年春节同期上

升 16.97% ， 近郊区县的酒
店、 民宿用电量增长尤为显
著， 同比增幅均超过 20%。

其次， 文化场馆备受欢
迎 。 全市近 140 个图书馆 、
博物馆、 美术馆等主流文化
场所的用电量较去年春节上

升 7.24%。
此外， 绿色出行成为新

的增长点。 春节期间全市居
民充电桩总用电量 617.14 万
千瓦时， 支持电动汽车行驶
里程总计超过 3085.7 万公里
（按照百公里耗电 20 度折
算）， 与 2020 年同期相比上
升 204.91%； 单桩日均充电
量 4.89 千瓦时 ， 同比增加
2.24 千瓦时， 支持电动汽车
多行驶 11.2 公里， 充分表明
居民自主驾驶电动汽车出行

的需求正在快速提升。

就地不“宅家”，近郊度假旅游火爆
看电力大数据知今年春节市民消费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