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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通过大会选举等办法

本报讯

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昨

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 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主

静、傅纪明、马芳妹、骆学新、吴汉华、

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紧扣中心

天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区

裘江新，区人民法院院长陈建民、区人

大局，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依法履行

区领导沈志江、吴晓、赵如浪、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

民检察院检察长周江、区人武部政委

职权，
致力建设高水平法治；
服务社会

金水法、诸剑明、李红军、徐凯盛、

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

卢江在主席台就座。

民生，
助力追求高品质生活；
加强代表

孙彦，以及主席团常务主席蔡金标、

工作，
着力提供高标准服务；
狠抓自身

胡国炜、葛美芳、沈祖卫、王张泉、

建设，
努力打造高素质队伍。

刘斌等出席会议。

过了大会选举办法、政府民生实事项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区（县）老领

目票决办法、区人大专门委员会增设

导李杏芬、
李会鹏、
赵六四、
汪传昌、
于庆

和更名决定。

国、
濮如松以及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

出 席 本 次 大 会 的 代 表 共 277
名，
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葛美芳主持。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沈志江、

会议还听取了区人民法院院长陈

席团昨天下午举行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刘斌主持会议。

吴晓受区一届人大常委会委托作

建民所作的《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会议听取了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工作报告。她说，去年以来，
区人大常

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

孙彦代表区委对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候

委会坚持区委坚强领导，服务大局有

江所作的《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

选人、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补选）候选人

新成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法治建设

工作报告》。

的介绍及说明，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有新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福

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

诸剑明代表区政府对 2019 年区政府

吴晓、金水法、蔡金标、胡国炜、葛美

祉有新改善；
坚持优化服务保障，
代表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办法、区人大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的介绍说明，依法

芳、沈祖卫、王张泉、刘斌、徐凯盛、于

履职有新活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自

专门委员会增设和更名决定。

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庆国、徐国娣、陈林川、陈晓寅、金良

身建设有新提升。

顺、袁启淼、顾洁萍、朱国庆。
区领导赵如浪、孟柏干、诸剑明、

区政府全体组成人员，
区监委、区

吴晓指出，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负责人，
区级

70 周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机关各部门和各镇、街道负责人，
出席

杨伟卿、王静静、李红军、周树森、孙

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区人

区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

彦、马焉军、郭新志、钱勇军、齐方良、

大常委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员，
以及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列席会议。

祝静芝、吴晓炯、马亦忠、姜宏斌、魏

精神和区委一届四次全会决策部署，

（本报记者 陈丹梅 高洁）

（本报记者 郦曼丽）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水平法治
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人大
常委会和
“两院”报告

沈志江在参加第五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提振精气神 抢抓新机遇
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本报讯 出席区一届人大三次会
议的代表，昨天下午分组审议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两院”
工作报告。
代表们认为，
过去的一年，
区人大
常委会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代表，依法行使

昨天下午，区委书记沈

表示，代表们的意见建议见解独到、富

绩单。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

职权，
积极开展工作，
为促进全区经济

志江在参加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五

有价值，符合柯桥发展实际，
会后一定

发展，
加大招商引智精度力度，
加快新

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应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进一步提振精

认真梳理吸纳，切实落实到区委区政

旧动能转换，
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
为

有的作用，
在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大力

气神，抢抓新机遇，坚定不移抓好经济

府工作中去，并希望福全、兰亭、漓渚

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坚定不移做

弘扬宪法精神、督促落实民生实事、增

发展，为打造
“绍兴大城市建设的排头

三个镇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大

深做透融杭接沪联甬文章，抢抓大湾

强代表依法履职能力、提升自身建设

兵、接轨沪杭都市圈的桥头堡”，早日

兰亭建设，把历史文化、美丽环境等优

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新机

等方面成效显著。今年区人大常委会

跻身全国
“十强区”不懈努力。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全区高质

遇，优化路网、承接产业，为经济发展

提出要紧扣中心大局、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再作新贡献。

注入更多新动能。要坚定不移优化发

量发展，
依法履行职权、致力建设高水

展环境，
提升干部精气神，
坚定企业家

平法治，
服务社会民生、助力追求高品

发展信心，
再创发展新优势。

质生活，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人大工作

审议中，代表们畅所欲言、气氛热
烈，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沈志江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表示肯定，纷纷就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70 周年，也是柯桥高水平率先全面建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区上下务

施、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提出了

必提高站位、提振信心，
全力推动各项

意见建议。沈志江在认真听取发言后

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交出满意成

区领导金水法、杨伟卿、沈祖卫、
祝静芝等参加审议。
（本报记者 俞立权 高洁）

的新要求。审议中，代表们就做强传
统产业、培育新兴业态、加快融杭接
沪、繁荣轻纺市场、振兴乡村、改善生
态、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和民生
改善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代表们认为，
“ 两院”工作围绕中

赵如浪在参加第二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心、服务大局，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再创“柯桥速度”

法，
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了
社会公平正义。代表们建议，在新年
工作中，
“两院”
要强化法律监督措施，

本报讯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

如浪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对热点

当前，谋划长远，抓好关键，推动城市

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区长赵如浪在参加区一届人大三次会

问题积极回应，并表示代表的意见建

化健康发展。要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

防治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推动

议第二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立足自

议契合发展实际，会后一定认真梳理

做好提速换挡，
落实
“二次开发”，
扩大

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深化司法改革，
优

身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彰显特

吸纳，切实落实到政府工作中去。

优质增量，
盘活优化存量，
点燃经济高

化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依法审理各类

色，砥砺奋进咬牙涅槃，力争在促进

赵如浪指出，柯桥正处于新的历

质量发展新引擎。要科学统筹，精准

案件，
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要进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再创“柯桥

史发展方位，全区上下要以只争朝夕

施策，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各项

步提高队伍素质，在预防和查处商业

速度”
。

的精神和奋发有为的姿态，争出新机

工作加速提质，让更多群众享受到经

贿赂、
职务犯罪、
扰乱社会秩序犯罪、
经

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和成果。

济金融犯罪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起

审议中，代表们各抒己见，对政府

遇，抢出加速度，再创新辉煌。他强

工作报告予以充分肯定，并就实体经

调，速度就是机遇，
要把加快城市化建

济发展、推进城市化、乡村振兴战略、

设作为重点工作紧抓不放，以改善民

招才引智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赵

生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立足

区领导周树森、蔡金标、胡国炜等
一同参加。

更大的作用，
为柯桥区高质量发展、奋
力进军全国
“十强区”
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冯娣）

（本报记者 陈丹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