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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如皋市委

的领导下，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以推动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促进民生改善为重点，以提高监

督实效为抓手，加大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力度，全

面提升人大工作水平。共召开常委会会议１２次，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１１项，作出

决议、决定１２项，提出审议意见１７份。召开主任

会议３１次，开展执法检查２次、专题视察３次。市

人大机关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单位，被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表彰为先进单位，被南通市人大

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表彰为全市县乡两级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优秀单位。

工作监督　年内，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听取和审

议市政府关于外事工作、大调解工作、教育优质均

衡改革发展、供电、节能减排、村级经济发展、新兴

产业发展等方面专项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关

于民事检察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视察区域供水工

程运行管理、村庄环境整治、决战决胜更高水平小

康社会、全面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情况。先后调研

全市文化工程建设、“新六城同创”推进、社会组织

建设、旅游业发展、农业机械化发展、土地复垦、拆

迁安置房建设、国土资源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

与管理、产品质量监督、２０１３年市级部门预算编制

和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等工作。配合省人大常委会

开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司法监督工作调研，

配合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区域供水、文化惠民工

程实施、国家和省市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视察调

研。加强与“一府两院”的沟通联系，先后对１２件

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根据市委总督查

要求，先后督查农业现代化工程、基本现代化建设、

大沿江开发和大沿江片各镇（区）重点工作。切实

履行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能，先后督查文明城市创

建、社区物业管理、信访维稳工作。８月，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２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１年度财政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法律监督　６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贯彻实

施情况报告，建议市政府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的宣传力度，加强水产品安全监督，加大水

体污染事件的查处力度，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１２月，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国务院信访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报告，要求市政府对照信访条例的规

定，针对薄弱环节，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和整

改，进一步加大对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

力度。

换届选举　１月１８日前，全市张榜公布登记

选民１２２０６８５人。２月６～１５日，全市共提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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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２８５５名，最终协商

确定市十六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５８９名、新一届

镇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２４５３名。２月２５～２７日，

全市１７２个市代表选区、７２２个镇代表选区先后召

开投票选举大会，登记的１２２０６８５名选民中，有

１１２３５８３名参加市、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参选率

９２．０５％，选出市十六届人大代表４１６名（１名未选

出），选出新一届镇人大代表１７２８名（３名未选

出）。

人事任免　年内，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管干部

和人大依法任免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规范任命表决

程序，严格执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供职发言

制度，不断提高人事任免工作质量。累计任免人大

机关和“一府两院”工作人员５９人次，任命人民陪

审员８０名。换届以后，依法任命政府工作部门主

要负责人。

代表工作　年内，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领导和委

员联系代表制度，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及常委会委员

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主席例会等途径与１４４

名市人大代表进行直接联系。组织代表开展视察、

调研等活动，分批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旁听

法院庭审，参加全市重点工作督查，累计有１００多

名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１０９９名市镇两级

人大代表参与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有关活动。落

实全国、省和南通市人大代表在如皋履职活动的服

务协调和保障工作，先后为上级人大代表活动提供

服务５次。市镇人大换届后，指导各镇重新划分代

表活动小组，落实代表活动阵地，累计建立“人大代

表之家”９４个。各镇利用“人大代表之家”等平台，

组织开展新一届人大代表学习培训、接待选民等

活动。

镇人大建设　年内，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领导和

工作机构分片联系镇人大工作制度，按季召开镇人

大主席例会，加强工作交流和指导。指导各镇人大

依法召开人代会。探索市镇人大整体联动新机制，

邀请镇人大专职主席或副主席列席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举办全市各镇人大主席培训班。继续开展

争创人大工作先进镇活动，长江镇（如皋港区）、丁

堰镇、郭园镇、袁桥镇、磨头镇被评为人大工作先进

镇（区）。

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督办　年内，市委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建议和人民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的意见》，人大常委会制订《关于优秀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评选及表彰办法》，共有１５件

建议被评为优秀建议。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收

到代表建议意见３６０件，及时交办，认真督办，办理

结果实行公示，其中：已经解决２２６件，占６２．８％；

列入计划予以解决的９１件，占２５％。代表满意和

基本满意率达９８．８９％。

来信来访督办　年内，市人大常委会及相关工

作机构共处理来信来访１８３件次，其中常委会领导

接待来访人员５０多人次，批办涉法、涉诉信访件

９１件。重点督办的４２件信访件中，登门办理２３

件。３５件情况反映属实、诉求基本合理的来信来

访得到妥善解决。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秦兆桢到如皋考察】　４

月１９日，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秦兆桢一行到

如皋，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右二）考察江苏

熔盛重工集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到如皋考察】

　４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

一行到如皋，考察江苏熔盛重工等企业发展

情况。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黄利金等领

导专题考察如皋旅游业发展情况】　５月３日，南

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黄利金，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张小平、徐永兵，副主任吴晓春、陆玉

明，秘书长江治学及南通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

员到如皋，专题考察旅游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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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右二）考察江苏

熔盛重工集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到如皋调研】　６月

２６～２７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一行到如

皋，专题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率队到如皋执法

检查】　９月１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

卫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一行４０人，到如

皋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执法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祥国率队到如皋调研】　

１１月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林祥国

率省直单位人大代表到如皋，进行年中专题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到如皋考察】

　１１月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

工委主任顾秀莲到如皋，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重点考察南通顺达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重重重　　　要要要　　　会会会　　　议议议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人民代表大

会１次、常委会会议１２次，主任会议３１次，常委会

发出审议意见书１７份，对“一府两院”１５项工作的

满意度进行测评，组织调研、视察、执法检查２９次，

作出决议、决定１２项。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工作会议】　１月１４日，市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市四套

班子全体领导、全体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离退

休老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各镇人大专职

主席、副主席、秘书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姜

永华代表市政府向人大代表汇报２０１１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及２０１２年工作打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耀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的汇报，南通市

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法院在会上作工作情况书

面汇报。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１月２０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会

议决定：任命陆雪松、茅红宇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任命张健为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纪成如为市商务局

局长、马玉明为市港口管理局局长、朱留宽为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任命何强为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接受唐旭东辞

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由副检察长何强代理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　３月８日，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会议听取

并审议《关于全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

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如皋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如皋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表决通过《如皋市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如皋市人大

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草案）》、《如皋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召开如皋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会议还通过相关人事任免

事项。

【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３月２０～

２４日，如皋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如皋大剧院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

市长姜永华所作的如皋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和批准如皋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如皋市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石耀所作的如皋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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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议通过《关于如皋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如皋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和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的决

议》、《如皋市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

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如皋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积极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共创和谐宜居美好家

园的决议》。大会选举谢新民为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元健、邵晓泉、阮汝国、张勇为副主任。

选举姜永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吴道健、杜永红、陈

万圣、缪爱诚、成明、陆雪松、茅红宇为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选举吴存银为市人民法院院长，何强为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以及出席南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４月１０～１１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如皋市人民政府关于任命市第十六届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议案》，任命钱志刚等

２９人担任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审议通

过市人民法院提请的人事免职事项以及《如皋市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草案）》。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４月２７日，市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印国祥辞去南通

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和

《关于确定如皋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额的决

定》。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６月１２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程翔辞去南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

补选姜永华、黄爱军为南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６月１４～１５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听

取和审议关于全市外事工作专项报告、全市大调解

工作专项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执法检查

报告和《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会议对市政

府关于外事工作情况、全市大调解工作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满意度测

评，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江苏省如皋

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的决议，通过

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谢新民为新任职同志颁发任命书并发表

讲话。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８月７～８日，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１年

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

报告和关于《如皋市人大常委会优秀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评选及表彰办法》。会议对市政府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１１年度财政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进行满意度

测评，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如皋市

２０１１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和《关于优秀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评选及表彰办法》。会议还接受

相关辞职事项。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道健在会

上作表态发言。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９月２６～２７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听

取并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

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供电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

节能减排工作专项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

检察的专项工作报告、市人民法院提请人民陪审员

任命事项以及市政府关于连申线如皋段航道整治

工程的有关事项。会议对市政府关于全市教育优

质均衡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市供电工作专项报

告、全市节能减排工作专项报告以及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民事检察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表

决通过市人民法院提请的人民陪审员任命等事项。

副市长缪爱诚、陆雪松在会上作表态发言，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谢新民发表讲话。

·３５１·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１０月２２日上

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决

定任命孙宏放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接受李斌辞去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新

民为孙宏放颁发任命书。

【全省人大研究室主任座谈会】　１１月１４日下午

至１６日上午，全省人大研究室主任座谈会在如皋

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唐健，

如皋市领导姜永华、谢新民、石耀出席会议。与会

人员参观考察如皋城市规划馆、江苏美树城、熔盛

重工、红十四军纪念馆、水绘园风景区。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１１月２９～３０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会议听

取和审议市政府２０１２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情况

汇报、关于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人大代表建议意见

办理工作情况汇报和市政府关于全市村级经济发

展的情况汇报。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如

皋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暂行办法》和关于如皋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建

议以及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的人事免职

事项。会议对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办

理代表建议意见工作、村级经济发展工作进行满意

度测评，表决通过《如皋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暂

行办法》、关于召开如皋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和相关人事任免事项等。副市

长缪爱诚作表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新民

为新任命的副市长谢刚颁发任命书。

【市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１１

月３０日，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督导员，市人

大常委会离退休老领导，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及市人大机关相关人员、各镇人大负

责人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市人大研究会名誉

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石耀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新民讲

话。市委书记姜永华作书面讲话。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１２月３１日，市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专项汇报、国

务院《信访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

《如皋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报告（草案）》、关

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事项。听取和审议

《关于表彰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优秀代表建议的

决定（草案）》。会议对市政府关于新兴产业发展工

作和贯彻执行国务院《信访条例》情况进行满意度

测评，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报告、关

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事项和《关于表彰市

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优秀代表建议的决定》。会议

还通过市法院提请的人事免职事项。副市长陆雪

松作表态发言。

（吉小燕）

·４５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