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

综述

【概况】　2015年，绍兴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市七届人大五次、六次会议，

召开常委会会议8次、主任会议24

次，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

作报告21个，作出决议决定18项，就

5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开展专题视察8次，组织专题询问1

次，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0人

次，较好地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作用。

【绍兴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2015

年2月4日至7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市区举行。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绍兴市2014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绍兴市2014年全市和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及2015年全市和市

级预算草案；批准绍兴市2014年市

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年市

级预算；听取和审议绍兴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绍兴市

中级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绍

兴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

决议。

【绍兴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2015

年9月11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市区举行。会议听

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绍兴市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说

明，通过关于设立绍兴市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

过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选举绍兴市

中级法院院长。

【人大常委会重要会议】　2015年1

月16日，市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

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寿炳尧所作的

关于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筹备工作

情况的报告，通过了提交会议审议的

大会各套名单草案和日程草案；听

取并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

工委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鲁孟河所作的绍兴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俞锦宾所作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送审稿）起草说明，同意将报告

提交人代会；听取市政府副秘书长

马民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绍兴

市与白俄罗斯博布鲁伊斯克市等四

城市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的报告，做

出关于绍兴市与白俄罗斯博布鲁伊

斯克市、波兰皮亚塞奇诺区、阿尔巴

尼亚斯库台市、塞尔维亚苏博蒂察

市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的决定。会议

书面审议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及

计划、预算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

4月24日，市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和

审议市中级法院院长陈惠明所作的

《关于全市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情况

的报告》并做出审议意见；听取和审

议市政府《关于对我市〈就业促进

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做出审

议意见；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绍

兴市与韩国大邱市建立友好交流关

系的报告》，做出关于绍兴市与韩国

大邱市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的决定；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谭志桂、副

市长姚远、市中级法院院长陈惠明

所作的人事任免议案提请报告，通

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6月23日，市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和

审议市财政局局长王水君受市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2014年市级财政决

算（草案）的报告，做出关于批准绍

兴市2014年市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听取和审议市审计局局长王建新受

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2014年度市

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并做出审议意见；审

议市经信委2014年度部门决算报告

和市科技局2014年部门决算报告，

并做出审议意见；听取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陈月亮，市中级法院院长

陈惠明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理平

所做的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提请报

告，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8月26日，市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市长俞志宏所作的关于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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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经济工作基本情况和下半年

经济工作重点安排的报告，做出对

2015年上半年全市经济工作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听取和审议市水利

局局长金辉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

于全市防洪排涝和固堤扩排工作情

况的报告，做出审议意见；听取和审

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寿炳尧所作

的关于召开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决

定（草案）的说明，做出关于召开绍

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谭志桂、副市长冯建荣、市中

级法院院长陈惠明、市检察院检察

长胡东林所作的人事任免议案提请

报告，做出关于接受陈惠明辞去绍兴

市中级法院院长职务的决定和关于

张宏伟为绍兴市中级法院代理院长

的决定。

9月6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五次

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寿炳尧所作的关于市七届人大六

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了

提交会议审议的大会各套名单草案

和日程草案；听取市检察院检察长

胡东林所作的关于要求许可对市七

届人大代表何智慧采取强制措施的

报告，做出了许可对何智慧采取强制

措施的决定；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谭志桂、副市长丁晓燕所作的有

关人事任免议案的提请报告，通过

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并审议通

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鲁孟河所

作的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9月21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六次

会议。会议听取市公安局副局长章

松青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要求

许可对市七届人大代表陈新昌采取

强制措施的报告，做出许可对陈新昌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

10月30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七

次会议。会议听取市卫计委主任袁

立江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三

区卫生事业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

做出审议意见；会议听取市国土局

局长任勇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绍兴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年）调整完善情况的报告，做出

关于同意调整的决定；听取市财政

局局长王水君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

关于调整2015年度市级财政预算的

报告，作出了关于同意调整的决议；

听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争受市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要求许可对市七届

人大代表蒋永平采取强制措施的报

告，做出了关于许可对蒋永平采取强

制措施的决定；听取市人大民族宗

教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

委会民侨工委主任滕建华所作的关

于《绍兴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通过了《绍兴

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听取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孙志祥所作

的关于“两个办法（草案）”的说明，

通过了《绍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专题询问和质询办法》《绍兴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实施

宪法宣誓制度办法》。

11月24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八

次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谭志桂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姚远

所作的人事任免议案提请报告，通

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市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寿炳尧所作的关于召

开市七届人大七次会议决定（草案）

的说明，做出关于召开绍兴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决定；

听取和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朱振安

所作的《绍兴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

例（草案）》的说明，提请下次常委

会会议再次审议。

12月30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九

次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七届

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情况的报告，做出审议意见；听取

公检法司机关关于依法履职公正司

法（执）法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做

出审议意见，就公检法司机关深化

司法监督工作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

评；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寿炳尧所作的关于市七届人大七

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

提交会议审议的大会各套名单草案

和日程草案；听取并审议通过市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鲁孟河所作的绍

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

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

会研究室主任俞锦宾所作的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的起草

说明，同意将工作报告提交大会审

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绍兴市

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修改

情况的报告，审议条例（草案）修改

稿，决定将条例（草案）提交市七届

人大七次会议审议并表决；听取市

政府关于绍兴市级2015年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的议案的提请报告，作出决

议；听取市政府关于推荐权泳臻等

5人为“绍兴市荣誉市民”的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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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做出决定；听取市公安局关于要

求许可对市七届人大代表林平采取

行政拘留的报告，做出同意对林平采

取行政拘留的决定；听取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谭志桂、市检察院检察长

胡东林所作的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

提请报告，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通过关于接受黄秋生请求辞去绍兴

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的决定。会议对“一府两院”

工作报告（包括“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计划、预算书面报告）进行了

讨论。

【人大体制机制改革】　2015年9月

11日，绍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依法通过，决定设立绍

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

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

宗教外事侨务委员会、农业与农村

委员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

员会。依法通过绍兴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调整健全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教科文卫生工作委员

会、民族侨务工作委员会、农村经济

工作委员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

完善《中共绍兴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工作规则》，制定《绍兴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

法》，组织实施《绍兴市人大常委会

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实施

方案》，制定并实施《绍兴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和质询

办法》。

【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准备】　2015

年3月10日和18日，由绍兴市人大常

委会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法制工

作委员会、城建环保工委和研究室

负责人，市编委办、市政府法制办主

要负责人共同参加的考察团，分别赴

宁波市、杭州市考察学习地方立法

工作。

7月16日，市委成立以市委书记

为组长的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

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9月11日，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法制委

员会等7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市人

大常委会增设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下设司法监督处，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要负责地方立法工作，下设法制处和

行政规章备案审查处。筹划设立市

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聘请

法律、城乡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历

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地

方立法提供咨询、评估、论证等方面

的智力支持。

组织起草《绍兴市制定地方性

法规程序规定》和《绍兴市地方立

法技术规范》，健全地方立法程序。

积极开展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相

关专委会委员、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和各立法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立法

知识培训，提升立法能力。6月9日

起，多次组织全市立法项目建议座

谈会，加快调研筛选立法项目，协调

全市立法工作相关部门，形成首批5

个地方立法备选项目。

9月25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绍兴

市开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5

年，绍兴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十二五”规划实施和“十三五”规

划编制情况，听取相关报告，集思广

益，提出建议，为“十三五”规划纲

要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入调研全市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有效投资、科技创新、外贸出口、

企业帮扶和金融风险防控等情况，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上半年经济

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安

排的报告，要求市政府以做大产业、

做强经济为总目标，在提发展信心、

强市区经济、促创业创新、防发展风

险、重服务保障等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向“增长中高

速、质量中高端”健康轨道迈进。

着眼创新驱动、项目拉动、平台

带动等作用发挥，先后对电子商务

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市直开发区建

设发展情况等开展视察、审议，对年

度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推进情况和

项目效益情况开展全程监督。聚焦

农业转型发展，调研视察现代农业

“两区”建设及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提出要进一步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强化科技应用，培育经营主体，推动

传统农业走上智慧农业、生态农业

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积极开展转型

升级“十大组合拳”落实情况监督，

调研督查八大重点产业提升工程建

设，广泛开展联系服务企业活动，主

动联系走访异地绍兴商会，促进越

商回归，推动我市经济在转型升级中

加快发展。

按照新修改的《预算法》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切实加强全口径预决

算审查监督，认真审议预算执行、预

算执行情况审计、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计划和债务控制等报告，作出关于批

准2014年财政决算、2015年财政预

算调整、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绍兴年鉴（2016）248

等事项的决议。规范全口径预算“四

本账”内容，推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范围从市级扩展到全市。完善财政

预算会前审查机制，重视对部门预

算的审查，市本级首次实现除涉密

部门和驻外机构外，其余85个预算

部门的预算全部提交七届人大七次

会议审查，并在审查后全部向社会

公开，继续加强对重点部门的决算

监督。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监督，专题

听取政府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报告，

督促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加强

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监

督，注重运用审计成果深化预算监

督，推动公共财政建设。

【推 进 中 心 城 市“ 三 区 融 合 ”】　

2015年，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

视行政区划调整后中心城市发展特

别是“三区”融合发展相关规划的

修编完善，专题审议市政府关于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情况的报告

并作出相关决定，听取现代水城概

念性规划、市区环境功能区划等专

项规划编制情况汇报，提出要着眼

全市域、大市区，坚持生态优先、节

约集约、协调统筹原则，努力拓展发

展空间，优化功能布局，做好特色文

章，推动绍兴在永续发展中不断提

升城市品质。高度关注我市交通、医

疗、教育等“三区融合”进程。开展

城市大交通建设情况视察，听取审

议市政府关于“三区”卫生事业融合

发展和“三区”教育融合发展情况的

报告，要求着眼长远、统筹谋划，立

足布局优化、服务同质、资源共享，

确保相关工作平稳有序推进。重视

大城市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

组织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就

绍兴文理学院创建绍兴大学组织部

分省代表开展调研，并与省教育厅

领导面商建议办理情况，推动了相

关工作。

【推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2015

年，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关注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的就业工作，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就业促进法》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要求进一步完善就

业促进政策、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优

化就业创业环境、强化职业技能培

训，全力促进社会充分就业。跟踪督

查2014年食品安全审议意见落实情

况，重点就基层责任网络建设、质量

安全追溯、“三小一市场”专项整治

等开展督促检查。常委会组织组成

人员和有关代表小组，对城市交通

治堵、驾培模式改革等工作开展多种

形式的监督，组织城区交通治堵工作

专题询问。专题审议全市防洪排涝、

固堤扩排情况，听取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情况汇报，配合省人大做

好饮用水水源保护跟踪检查审议意

见的督促落实，积极开展常委会领

导“河长制”一级河长常态化督查，

全力推动“五水共治”。组织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专项审议，调研督查全

市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听取市

政府关于循环生态产业园区建设规

划及建设设计方案等报告，组织相

关代表小组开展渣土、建筑泥浆集

中处置工作视察，积极推进城市垃

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

产业化。

【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2015年，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顺应社会治理现

代化要求，立足自身职能，积极推进

平安绍兴建设。听取市委政法委关

于平安绍兴建设情况通报，就强化

法治引领、深化立体防控、细化目标

责任、优化绩效管理等提出建议。

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在全

市范围内上下联动开展公检法司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

情况专项调研和监督，查找存在问

题，列出问题清单，形成反馈意见；

组织开展公检法司机关依法履职公

正司（执）法满意度测评，对进一步

加强公检法司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司

（执）法公信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全市法院金融审判工作开展调研

督查，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要求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延伸金融审判

职能，提升审判工作质效，为确保我

市金融安全与经济稳定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2015年，绍

兴人大常委会实施五年届期内所有

基层代表走访一遍、轮训一遍、常委

会会议列席一次、常委会重大活动

参加一次的“四个一”工作举措。走

访基层代表96人次，组织代表培训

74人次，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

48人次，邀请代表参加常委会组织

的重大活动62人次，深化了代表对

常委会工作的参与和监督。创新代

表联系群众的方式和内容，开展担

任市人大代表职务的市级领导赴代

表联络站接待人民群众主题活动，

组织各级代表根据专业、行业特点

进站开展接待活动，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开展网上代表联络站试

点工作，加强联系指导；认真开展闭

会期间代表活动，精心组织代表小

组集中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广泛

发动各级代表积极投身“监督已治

理的河”、贫困人口脱贫视察核查

等主题活动。全市共组织五级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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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3746人次，自觉主动地做好扶

贫帮困政策宣传员、扶贫脱贫情况

核查员和收集扶贫脱贫社情民意服

务员，核查1071户在册贫困户1910

人，摸排筛查3919户相对贫困户5595

人。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基层群

众办事审批难事项”专题监督活动，

围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

题，查找反馈政府部门相关事项103

件次。密切联系群众、主动服务群众

已成为代表履职的新常态。

【加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2015

年，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切实加强和

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建议提交

方式由人代会期间提交改为会前网

上提交和会议期间提交相结合；督

促县级人大开通网上办理系统，完

善市县两级人大合力督办机制；制定

了《绍兴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目

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和《绍兴市人大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考核细则》，成立

了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目标责

任制考核领导小组，督促提高办理绩

效。市人大代表在市七届人大五次

会议及闭会期间共提出建议273件，

都得到了比较及时的研究处理和答

复，代表对答复情况均表示满意或

基本满意，对办理和落实情况总体

表示肯定。常委会还组织开展本届

以来建议办理工作“回头看”活动，

进一步加强对办理单位承诺事项的

跟踪监督。对299件相关建议重新办

理答复，其中，212件得到了解决落

实，解决率达70.9%。

（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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