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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六个关键”选好人大代表
南海稳步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区、镇人大换届选举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全过程

人民民主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回顾今年南海区、镇

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南海人大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要求和选举法规定，精心组织、认真谋划、凝聚合力，切

实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海开花结果。

2021年是全国各地基层人

大代表换届选举之年，南海区人

大常委会周密部署，积极谋划，牢

牢把握住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主

动权，绘出了一张贯穿换届选举

全过程的“规划图”，为区、镇两级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提

供了明确方向。

未雨绸缪，及早谋划。年初，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已将换届

选举工作列为常委会今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5月，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罗坚华带队

调研7个镇（街道）的换届选举工

作情况，与各镇（街道）人大就如

何做好换届选举有关工作交换了

意见。

周密部署，思路清晰。从7
月开始，南海区、镇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进入法定程序。7月15日

上午，南海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召开，审议通

过了区、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

员，确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等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的有关事项；7月30日，南海

区召开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部署会议，会议对区、镇两级人民

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进行

了解读，对换届选举四个阶段工

作作出了具体安排，明确了工作

思路。

环环紧扣，层层发动。8月9
日，南海区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培训会议，会议围绕人大换届

选举的法律法规、选举具体操作

流程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专题辅

导。与此同时，各镇（街道）也先

后组织召开动员大会和培训大

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升了换

届选举整体业务水平。

调研摸底，多方“取经”。8
月初，区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前

往兄弟区人大学习交流，积极向

有丰富选联工作经验的老同志

“取经”。8月中旬，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区选举委员会

主任赵崇剑带领区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指导组先后到7个镇（街道）

调研指导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详细听取了各镇（街道）关于

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并就政策执行问题进行

释疑解惑、提供建议，为实现更高

质量的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

坚实有力的基础保障。

在“积极筹备”上

街道上和村居里的换届选举

横幅、车内的换届选举公益广播、

手机里的换届选举动态报道……

7、8月的南海城区和村居，满是

换届选举的气氛。

今年是人大换届选举年,也
是贯彻实施新《选举法》的一次生

动实践。围绕换届选举法律法

规，区人大常委会与多家媒体合

作，策划推出了如“人大换届选举

知识知多少”专栏、公益广告短

片、公益广播等媒体产品。通过

专题报道的形式，生动记录换届

选举情况，展现换届选举进行时

的南海面貌，进一步激发选民参

与热情。

另一方面，在各社区、选区组

成单位等重点场所，宣传海报、法

律宣传标语也营造了良好的选举

氛围。区人大常委会将市人大常

委会和区选举委员会牵头制作的

各类宣传资料下发至各镇选举委

员会和街道、区直机关选举工作

办公室，为扎实开展好宣传工作

提供指引和参考。

与此同时，各镇（街道）、各选

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多措并

举开展宣传工作。如，桂城街道

充分利用中心城区重要路段的公

交候车亭、公共自行车站点、公益

灯箱、大型商场综合体LED大屏

等发布宣传标语，在车流量较多

的高架桥悬挂硬底宣传横幅，并

在重点公交车上三面印刷宣传海

报，积极向广大选民群众普及人

大换届选举的有关知识和法律法

规。里水镇、大沥镇结合村居实

际情况，广泛运用覆盖全镇的

1100个“小喇叭”，于早午晚时

段播放宣传广播，使换届选举工

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每周四

次在早午晚时段播放换届选举知

识，让换届选举声音“村村响”“时

时鸣”。

为确保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

风清气正，严明换届选举纪律，区

人大常委会也依托“宣传”打“预

防针”，以图文、横幅、影音视频等

丰富形式宣传学习上级有关严肃

换届纪律的要求，为换届工作平

稳有序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环境。

在“宣传发动”上

把好人大代表“入口关”，选出

好的人大代表，关系到基层政权建

设和党的执政基础。

那么，在选好人大代表上，南

海怎么做？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依

法依规办事，在推进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上做细做实。

首先凝聚合力，把好关。按

照任务分工，区人大常委会选联

工委积极协助配合区委组织部、

统战部、纪委等部门，对代表候选

人的政治素质、思想品行、廉洁自

律、履职能力、群众基础、遵纪守

法、社会形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察和联审，共同把好代表的政治

关、素质关、结构关。

其次从源头出发，分好名额。

代表名额的分配是换届选举的关

键，区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从源头

加强对企业家和党政干部类别代

表比例的调控，确保基层代表特别

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

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符合比

例要求，让代表年龄结构年轻化。

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进一步体现人

大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换届选举工作涉及面广、政策

性强、要求严谨，为确保工作任务顺

利完成，区人大常委会以一套健全

的工作制度，让工作“抓得实”。

每名常委会领导带领一个工委

（室），挂钩联系一个镇街，负责对该

镇（街道）的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督促

和指导；同时，各镇（街道）领导与驻

点团队实行片区包干制，协助驻点

村（居）开展换届选举工作。

为及时、全面地掌握各镇街、

选区的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还

建立粤政易工作交流群，及时沟通

解答基层反馈的困难和问题，指导

各镇街、各选区依法依规开展工

作。

在“选好代表”上

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市民李绍

祥早早地来到社区等候，不是为了

晨练，也不是为了“叹早茶”，而是为

了在选民名单张榜公布后，第一个

找到自己的名字。9月2日选民名

单张榜公布日，大沥沥雄社区的这

一幕，将选民对“当家作主”的热情

呈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

代表为人民”已成为群众心中积极

行使民主权利的共识。

为确保选民登记工作的顺利

进行，全面提高选民登记率，区人大

常委会加强对选民登记工作人员

的培训，抓好选民小组划分工作，依

法依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严格遵

循“三增三减”原则，切实做到不漏

登、不重登、不错登。

与此同时，各镇（街道）人大发

挥智慧，为在选民登记工作中确保

做到“不错登、不重登、不漏登”，他

们“落足了心思”。

大沥沥雄社区两委干部罗颖

菲介绍，除线下常规张贴选民登

记公告外，沥雄社区还利用“幸福

沥雄”公众号、居民QQ群、微信

群进行选民登记。此外，社区充

分利用楼长、党员志愿者的力量，

上门开展选民登记，并在老旧小

区、新式小区设立流动站点，便利

选民就近登记。

而里水新兴社区则充分利用“网

格化”，将工作做实做细。“社区张榜

公布的选民有10110名，这个量很

庞大，我们更要发挥智慧。”新兴社区

党委组织委员李倩斌介绍，社区利用

“网格化”管理，将社区分为4个管理

区域开展登记，通过网格员入户上

门、电话联系选民，确保选民登记工

作落实到位。

在“选民登记”上

9月23日，南海如期迎来

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日，在区、镇选举委员会

（街道选举工作办公室）的组

织下，全区广大选民们积极行

使民主权利，投票选举新一届

区、镇人大代表。

防疫登记、选票发放处、

秘密写票间、投票处……在桂

城街道夏东社区的南海区人

大代表119选区五房沙投票

站，“一条龙”投票通道指示与

工作人员事无巨细的指引让

前来投票的选民大赞“整个过

程非常方便，非常快速！”。

在区机关小礼堂南海区

人大代表001选区选举大会

现场，气氛庄严热烈，选民凭

选民证领取选票，在听取选举

办法、代表候选人情况和有关

选举事项的说明后，认真填写

选票，并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

下选票。

为确保换届选举投票工

作的顺利进行，各镇（街道）、

各选区将认真做好选民投票

环节的事前准备工作，依法印

制好选票，制作好投票箱；同

时结合科学制定换届选举中

的疫情防控预案，提前做好会

场布置，确保换届选举中的疫

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选举日前一天的下午，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选举物资，

布置好现场，以保证换届选举

投票能够顺利进行。”桂城石石肯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周智坤

介绍，考虑到选举日老年人较

多，他们特意准备了一些凳

子，遇高峰时段，老人们可以

坐着等候。

在里水镇宏岗村的南海

区人大代表705选区、里水镇

人大代表第33选区，除线上

通知、公告栏张贴告示外，工

作人员还在换届选举日前逐

户上门发送投票通知，并对工

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确保选

举投票工作顺利进行。

狮山镇博爱社区在居委会

设投票中心会场，投票时间从上

午7时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而

19个物业小区设的20个投票

点则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为7
时至10时30分、16时至20
时，方便“上班族”投票。

各选区的有序组织、贴心

举措，为换届选举投票的顺利

进行保驾护航。

在“选民投票”上

截至9月29日，全区共有

1161179名选民参与投票，

投票率达89.91%；全区298
个区人大代表选区、386个镇

人大代表选区完成投票选举

工作，选出区人大代表 422
名，镇人大代表857名。在各

单位的通力合作下，南海区、

镇两级人大换届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

投票选举结束后,当选代

表名单由选举委员会依法确

定有效，并在该选区予以公

布。当选代表将由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审查确定代表资

格有效后,颁发代表证书。

目前，区人大常委会仍在

积极做好后续相关工作，切实

“选好人大代表”、助力“传好接

力棒”。

为切实提高新一届区、镇

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能力和

水平，9月26日上午，南海区

人大举办新一届区、镇两级

人大代表培训班，在区人大设

置主会场、在各镇（街道）人大

设置分会场，通过在线交流平

台，转播主会场视频信号到各

分会场。

9月29日，九江镇、西樵

镇等 6个镇同步召开镇人代

会，并于9月30日分别选举产

生新一届镇人民代表大会、镇

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各镇回

顾过去五年的发展硕果，科学

谋划了今后五年发展蓝图，南

海也将在新阶段里，继续“赶

考”。

接下来，南海区将召开新

一届区人代会，选举南海区第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南海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

长，南海区人民法院院长、南

海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

南海区出席佛山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更强

合力谱写南海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在“后续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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