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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 年 1 月 11 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9年1月11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委各项决策部署，团结依靠广大代表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如浪区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坚持稳中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吴晓主任

和全区人民，积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求进、积极有为、创新创优，全力推

受区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

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

告。
会议充分肯定区人民政府过去一年

动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和区域经济社

告。会议充分肯定区人大常委会过去

关作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致力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同意报告提出的

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柯桥打造成为

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

建设高水平法治，助力追求高品质生

2019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绍兴大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接轨沪杭

主要任务，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活，在新时代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

任务和措施，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四个两手抓”自觉推进“八八战略”

都市圈的桥头堡”
。

会议要求，区人大常委会要高举

面，为加快把柯桥打造成为“绍兴大

会议指出，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高举习近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接轨沪杭都市圈

70 周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的 桥 头 堡 ”， 奋 力 进 军 全 国 “ 十 强

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区

帜，在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的领导下，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区

区”作出新的贡献。

人民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真抓实干，
为率先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进军全

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以

国
“十强区”
而努力奋斗！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绍兴市柯桥区201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加快推进中国轻纺城转型升级议案的决议
（2019年1月11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进和培育时尚引领平台，依托柯桥

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议了沈祥星等

的纺织产业基础，联动全球产业链

16 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

高端优质资源，以面料创新、设计

中国轻纺城转型升级的议案》。会议认

展示、趋势发布、产业对接为方

为，推进中国轻纺城转型升级是在当

向，着力提升更好的创新环境；要大

前商品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

力搭建和整合要素集聚平台，盘活与

下，顺应全球纺织产业深度转型升

纺织面料相关的资源，提升纺织供应

级、现代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必然趋

链的快捷创新服务，以方便用户、节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绍兴市柯桥区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9年财政预算的决议

势；是对标新时期“国际纺织之

约资源、提高效率、完善功能为目

都”，全面推进市场智慧化提升、产

标，着力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要大

业时尚化升级、城市国际化拓展的客

力改进和优化管理服务平台，不断健

（2019 年1月11 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观要求；也是深入贯彻“绍兴大城市

全政务服务、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管

建设的排头兵、接轨沪杭都市圈的桥

理体系，以完善政策、规范管理、引

头堡”战略定位的具体实践，应当把

育人才、以人为本为保障，着力提供

加快推进中国轻纺城转型升级作为推

更好营商环境。

（2019 年1月11 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会第三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决定批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准区发展和改革局受区人民政府委托

的报告》，批准绍兴市柯桥区 2019 年

提出的 《关于绍兴市柯桥区 2018 年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于绍兴市柯桥区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

会第三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决定批准

情况及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区财政局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提出的《关

批准绍兴市柯桥区 2019 年财政预算。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 年1月11 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区委各项决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陈建民院

策部署，依法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着力

长所作的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

提升办案质效，切实加大执行力度，持

分肯定区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

续优化便民服务，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

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主要任务，决定

革，不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

批准这个报告。

新发展，为加快把柯桥打造成为“绍兴

会议要求，区人民法院要高举习近

大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接轨沪杭都市圈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的桥头堡”，奋力进军全国“十强区”提

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供坚强司法保障。

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会议要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本
次会议闭幕后的三个月内提出本决议

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中国轻纺城

的实施方案，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转型升级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国轻纺

委员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城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要加强对本决议实施工作的监督，确

年）， 以 打 造 新 时 期 “ 国 际 纺 织 之

保各项措施的落实。区政府和相关部

都”为目标，积极推进以三大“创新

门要自觉肩负起推动中国轻纺城转型

平台”建设为重点的中国轻纺城国际

升级的重任，
为打造新时期的
“国际纺

化、时尚化、智慧化进程。要大力引

织之都”
作出新的贡献！

融媒访谈

民生实事
虞建妙代表：政府部门要在资
金投入上对养老服务机构配套设施

书香氛围，更好丰富群众精神生
（本报记者 冯娣）

活。

予以倾斜，满足更多老年人居家养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1月11日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老服务需求。建议在建设居家养老

政协委员王烈铨：在物质文明

中心时，应该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

丰富的当下，我觉得群众对于精神

乐。还要更多考虑医疗服务的需求

文明的需求日趋加大，建议加大力

和
“精神养老”
的需求。
此外，
也可以

度引进和举办诸如演唱会等各类文

建成像幼儿园一样的
“老人园”。

娱活动，让大家享受到文化艺术所

（本报记者 冯娣）

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绍兴市柯桥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区

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江检察

委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宪法和法

盛国娟代表：建议可以出台相

长所作的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

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司

应的标准，规范服务，打造文化

政协委员杨志新：在医保政策

议充分肯定区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

法公正，着力提升检察服务，巩固深

品牌，建设更多更具特色的城市

上，省里和地方的步调在某些方面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主要任

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把新时代检察

书房。并适时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产

不一致，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医保

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工作推向前进，为加快把柯桥打造成

业 ，打 造 特 色 文 化 空 间 、 社 交 空

政策。同时也建议进一步平衡区级

会议要求，区人民检察院要高举

为“绍兴大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接轨

间，为市民提供读书、交流、分享

医疗资源规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沪杭都市圈的桥头堡”，奋力进军全国

的公共文化平台，营造浓郁的城市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十强区”提供坚强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王吉奇）

（本报记者 王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