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周渊 占悦

2019年，971件代表建议超七成“解决采纳”2020 年上海两会拉开了帷幕。 过去这一

年，共有 433 位市人大代表提出建议 971 件；

目前，已有 967 件办复，其中答复代表为“解

决采纳”的 685 件，占总数的 70.8%。

市人大代表唐曙建的述职报告上， 有一

句话耐人玩味：“我提的每份建议都要进行沙

盘推演。 提建议，就是要反复推敲、进行换位

思考。 ”在唐曙建看来，政府办理代表建议的

成本很高 ，一旦启动 ，就要投入大量人力财

力，“所以，我对每份建议都十分慎重———要

使所提的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2019 年市人代会上， 唐曙建一口气提了

10 份建议，份份都是精心打磨，答复结果是 8

份“解决采纳”：他所关注的巡游出租车行业

面临困境， 相关部门回应将尽快建立合理运

价机制、加强网约车平台监管、加快上海巡游

出租车统一网约平台建设； 他对于优化南虹

桥规划的建议，相关部门回复，将对闵行区南

虹桥片区可成片开发空间资源进行规划，为

长三角一体化产业提升、重大项目落地、产城

融合提供空间资源。 今年，他计划继续对交通

问题提出建议，将 S4 高速闵行段抬升，分流

春申路大型货运车流，减轻春申路交通压力，

让闵行区东西部交通畅通起来。

2019 年市人代会上 ， 市人大代表叶银

忠提交了一份关于促进长租公寓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的建议 ，最终得到 “解决采纳 ”的

答复 。

长租公寓 2018 年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

作为一种新业态， 长租公寓还面临企业盈利

困难、市场监管滞后、行业标准缺失等一系列

问题。 为此，叶银忠建议，完善住房租赁立法，

以维护房屋产权人、 长租公寓运营企业或机

构和承租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同时，给长租

公寓提供一定的产业扶持政策；此外，还应制

定住房租赁行业标准，明确在建筑结构、房屋

品质、装修条件、设施配备、室内空气质量等

方面达到相关标准。

在给代表的答复中，市房屋管理局表示，

将立足本市实际， 密切关注国家立法进展情

况，力争尽快启动《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修

订程序，进一步规范房屋租赁行为，保护租赁

利益相关各方合法权益。 下一步将启动研究

租赁住房建设导则，强化对规划、设计、建设、

运营等租住全生命周期的品质管理， 逐步引

导形成符合上海特点的高品质租住生活方

式，强化租赁住房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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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上政协委员们聊些啥

昨天一早， 不少政协委员乘坐从上海各个角落出发

的班车，赶赴世博中心会场。许多委员一上车就开始研究

手中的提案，或者与同车的其他委员展开热烈讨论。

在一辆从杨浦区出发的班车上，“科技创新” 成了大

家热聊的焦点，李志卫、俞佳俊、蒋惠永、尹大强等委员分

享着各自对于上海如何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的看法。巧的是，在另外一辆班车上曾凡一委员同样

聚焦创新，“加强原创， 是提高上海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

根本途径之一。 ”她希望委员们能一起提交提案，呼吁政

府部门早日出台专门鼓励原创科技成果的条例， 加强政

府在提升全社会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的引导作用，“对于

原始创新工作的支持， 无论在政策法规还是配套措施上

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希望各界能够加大关注力度”。

民生话题从来都是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明星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时意外猝倒，因

抢救无效去世。这令张宁委员觉得，有必要将“急救课程”

纳入大学生必修课， 让大学生掌握急救医疗应知应会知

识与技能； 还可有效利用社会力量、 市场力量推进 “科

技+急救”，“一些科技公司开发了急救志愿者 App 软件，

可以实现对持证大学生急救志愿者进行有痕追踪， 为将

来急救志愿者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接轨、 应激状态下人

员调配等保留和提供原始数据。 ”

王艳委员在日常坐公交车时发现， 前后排乘客经常

因为开窗通风问题产生不同意见，有时甚至发生争执。王

艳建议，在对空调设施的温度进行设置前，要研究确定体

感最舒适的温度，同时增加智能调节温度的功能。

早上 8 点半左右，班车载着委员们先后达到会场，大

家怀着履职尽责的热忱，一路交流一路前行。

代表追踪两年，破解“司法鉴定谁来管”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今年5月1日将正式施行

“司法鉴定乱象终于被扼住 ， ‘谁来

管’ 的问题也解决了。” 市十五届人大第三

次会议今天开幕， 市人大代表、 市律协会长

盛雷鸣这几天忙得连轴转， 但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这部地

方性法规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

2018 年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

和多位代表联合提请制定 《上海市司法鉴定

管理条例》。

盛雷鸣告诉记者， 司法鉴定作为法院裁

判的重要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司法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一直没有监管条例，“因

车祸、打架等发生财产损失、人伤情况而打官

司的，往往需要出具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而

这其中容易滋生夸大或弱化的情况。 ”他通过

半年多调研发现， 确实有一些司法鉴定机构

存在违反鉴定程序要求、质量管理不到位、鉴

定人员职业操作不规范以及专业水平欠缺等

问题，甚至隐藏了一个暗箱交易市场。

“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与司法公正密

切相关 ，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

盛雷鸣表示， 随着司法鉴定行业不断发展，

监管力量明显不足、 覆盖面不够、 效能不高

等问题逐渐暴露， 亟需地方立法， 明确市、

区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 进一步

推动司法鉴定管理职权下放 、 管理重心下

移、 管理力量下沉。

“对司法鉴定机构出现的问题， 有关部

门给予其行政处罚及相应处理的依据却非常

有限。” 盛雷鸣在 2018 年召开的市人代会上

提交建议， 呼吁上海通过立法加强对司法鉴

定执业活动的监管， 从司法鉴定的准入、 资

质认定、 培训教育、 法律责任等方面， 制定

相应管理条例予以规范， 并建立司法鉴定的

淘汰与退出机制。

2019 年，上海市司法局研发“智慧司鉴”

系统。 今年 1 月 1 日起，“智慧司鉴” 系统上

线，当事人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询司法

鉴定意见书的来龙去脉。 而《上海市司法鉴定

管理条例》 也在人大代表和相关政府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于 2019 年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并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

按照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市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

人的登记管理， 对司法鉴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在司法行政部门的组织协调下， 建立司

法鉴定工作衔接协调机制； 市场监督管理等

相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司法鉴定

管理的相关工作。 根据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

理条例》， 本市将司法鉴定服务纳入公共法

律服务平台， 市司法行政部门将建立司法鉴

定信息化管理平台， 对司法鉴定案件实行统

一赋码管理， 形成全流程监管。

“法治， 光有法律是不够的， 法律的有

效实施才是法律威严的根本来源。” 盛雷鸣

今年还将向大会提交两份 “律师色彩浓厚”

的建议， 均直指法治思维在实际中的运用。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周渊 王翔

在“委员时间”
回应民生关切
为讲述委员履职成果、 展现委员履

职风采， 在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首日，政协头条推出“委员时间”，邀请委

员在上海市委党校海兴楼回答提问，回

应民生关切。 参加此次“委员时间”的 8

名市政协委员分别是陈永亮、田新民、麦

德铨、赵柏基、徐珊珊、刘建民、黄罗维、

梁加祈。他们来自经济、社科、少数民族、

特别邀请人士等多个界别， 就自贸区新

片区、上海强化“四大功能”的意义、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进博会溢出效应和城市

治理等话题，与主持人展开互动，谈履职

体会、所思所盼。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补洞工艺（①）、青铜器修复技艺清洗工艺（②）、古陶瓷修复技艺清洗工艺（③）。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冯晓瑜制图

①

②

③

200万件文物VS26位修复师，“文物医生”为何奇缺
民进上海市委建议从培养机制、建立健全科研机构等方面着手改善，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

《我在故宫修文物》掀起了“文博

热”：荧屏上，“文物医生”用匠心和妙

手演绎“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活，细腻

展现中华文明的精妙 ；荧屏外 ，原本

冷门的文物修复师成为受关注的职

业。

上海的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如何？

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民进上海市委带来

一份《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

建设的建议》。 课题组深入调研发现，

上海文物修复人才短缺， 远跟不上待

修复文物增加的节奏， 呼吁重视文物

修复人才的培养， 发挥其在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中的独特作用。

虽靠着一部纪录片
红到 “出圈 ”，可文物修
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透

露 ，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播出

后，前往故宫报名参加文物修复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有一年原计划招收 88

名新员工，结果报名者竟然多达 4 万

余人。

其实 ， 虽然靠着一部纪录片红

到 “出圈 ”，可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

到来 。

数据显示， 上海地区馆藏文物超

过 200 万件， 历代留存的文物种类繁

多，且由于年久失修，文物保护与修复

工作量巨大。“文物修复师非常稀缺。”

课题组成员、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

峰告诉记者，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已

备案的博物馆有 131 家， 但具有修复

资质的单位仅有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

书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

家。 其中，两家院校以培养学生为主，

实际文物修复工作由上海博物馆、上

海图书馆承担。

上海博物馆于 1958年设立文物修复

工场，是国内文博系统中最早启动文保科

技研究的单位之一。 然而，目前上博仅有

文物修复师 16 人， 主要从事青铜器、陶

瓷、书画、漆木器等修复；上海图书馆有修

复人员 10人，主要从事古籍修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老照片、西

文书籍、 报纸书刊等也逐渐进入文物保

护修复范畴，门类越来越多、破损情况越

来越复杂。 孙峰坦言：“这些文物甚至还

面临着无人能修的窘境。 ”

除了手艺， 还需要历
史、化学、材料学等知识

文物修复人才的巨大缺口， 有着复

杂的成因。

孙峰介绍， 上博和上图的文物修复

事业均起步于上世纪 60 年代前后，修复

师多出于名家且传承有序， 但随着社会

变迁和新修复技术的面市，修文物“传帮

带”的传统方式也需要更新发展。“如今，

业内对于文物修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

‘修复’，更讲求与科技保护理念的结合；

人才需求也随之改变———从业者不仅要

手艺高超，还要掌握历史、化学、材料学、

艺术史等专业知识。 ”

课题组发现， 上海虽有不少院校开

设了文物修复专业， 但目前的人才培养

与行业发展并不匹配，“首先， 传统技艺

‘传帮带’ 要转化为系统的现代教学模

式，目前尚缺乏探索，导致教学成效难以

评估；其次，文物修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

高， 但在招生中还是将其归于文科或艺术

类范畴，理工科知识薄弱，因此成为科班学

生的一大短板。 ”

此外， 从在校学习到进入文博单位直

面文物修复， 还需要长达数年的理论和实

践准备，但囿于文博单位的属性，这一行业

的薪酬待遇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文物修

复行业是一项耗时长、回报率低的事业，它

并非纪录片局部展现得那么唯美动人，光

靠情怀难以维持，它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

下心，吃得了苦。 ”孙峰表示。

上海需要组建文物
修复专业科研机构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上博为自身和

国内外机构修复了大量珍贵文物，也

为培养修复人才不断输血。上博“青铜

器修复技艺”“古陶瓷修复技艺”“古书

画装裱修复技艺 ”“古代家具修复技

艺” 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其中， 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集

苏、扬两派之大成，形成了上博特色，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著名修复师邱锦

仙、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著名修

复师顾祥妹等均出自上博。近年来，上

博修复专家还多次受邀前往大英博物

馆、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 （冬

宫）博物馆进行修复。

文物修复正是“工匠精神”的最佳

诠释。提案认为，重视文物修复人才培

养，有利于发挥其在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中的独特作用； 面对人才奇缺的

现状，应从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专

业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着手改善。

“院校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需要

改变， 体制内的薪酬和职称体系应向

技艺能力倾斜， 对年轻从业者要给予

必要的奖励。 ” 孙峰举例说， 意大利

1939 年便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 ，

2010 年起修复师职业教育课程与高

等教育接轨， 有五年一贯制的硕士培

养体系， 课程涵盖人文和技术两类，加

之院校与文博机构间的合作，使得意大

利文物修复人才培养体系成熟，目前意

大利注册文物修复师约有六七万人。

提案还建议， 上海应整合文博单

位和高校资源， 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

研机构， 整体规划本市文物修复及科

研———一方面从事传统修复技艺的系

统化、规范化整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

环境； 另一方面研习国内外最新科技

成果，服务当代文物修复新需求。

(上接第一版)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上海城市发展，始终离不开人气、人才、人心。越是机遇催

人、形势逼人，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力

量，形成人心思进、建功立业的生动局面。紧盯时代之问、

改革之需、民生之痛，市人大制定的高质量地方法规为上

海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市政协以“协”成事，以“商”

求同。“黄浦江两岸物阜民丰、流光溢彩”彰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我们诚挚期待，

参加两会的全体代表委员尽心尽责履职， 谋良策、 出实

招，着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齐则泰山移。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腔热情、那么一种精

神，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只争朝夕，

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班车上， 委员们围绕科技创新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