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综 述

揖概况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围
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
野强富美高冶新无锡的总目标袁根据
省尧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各项决议袁 突出重点,
依法履职袁为推动野十三五冶发展良
好开局和全市民主法治建设作出新
贡献遥 全年召开常委会会议 7 次袁主
任会议 12 次袁听取审议野一府两院冶
渊市人民政府袁 市中级人民法院尧市
人民检察院冤专项工作报告尧计划预
决算和审计报告 16 项袁听取相关工
作汇报 7 项曰制定尧修改地方性法规
6 部曰组织考察 4 次袁开展专题询问
1 次尧执法检查 2 次曰对 7 个政府组
成部门开展工作评议曰 按照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袁作出决议决定 7
项曰全年形成调研报告 24 篇袁理论
研究成果 18 篇袁其中 4 篇在全省获
奖遥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袁依法任免干
部 81 人次袁组织宪法宣誓 49 人次遥
邀请代表和群众参与常委会立法尧
监督等履职活动袁 56 人次代表列席
常委会会议袁66 名普通市民受邀旁
听市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袁150 多人
次代表参与常委会各项工作和活
动遥 年内袁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依法立
法尧立改废释并举袁强化立法组织协
调袁发挥立法主导作用袁提高立法质
量曰坚持问题导向袁围绕推动经济稳

定增长尧促进民生改善尧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袁加大
监督力度袁提升监督实效袁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曰 坚持贯彻市委决策和
回应社会关切有机结合袁完善与野一
府两院冶工作协调机制袁对事关改革
发展的重大事项袁 适时依法作出决
议决定袁 及时把市委决策转化为全
市人民的共同意志曰 重视发挥代表
主体作用袁积极搭建代表履职平台袁
完善服务保障机制袁 激发代表履职
热情曰 加强自身建设袁 抓好换届选
举袁提升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水平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重要会议

揖无锡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铱 会议于 1 月 12耀15 日
举行袁出席会议代表 435 名袁在无锡
的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尧 参加市政协
十三届五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和其他
有关人员列席会议袁2 名市荣誉市
民尧20 名市民代表应邀列席或旁听
第一次大会遥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市长汪泉所作的 叶政府工作
报告曳曰审查叶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渊草
案冤曳叶无锡市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6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曳叶无锡市 2015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6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曳曰 听取

和审议 叶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曳叶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曳叶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曳曰
会议决定批准上述报告及 叶无锡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曳袁并通过相关决议遥 审议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
叶无锡市公共交通条例渊草案冤曳的议
案袁审议并通过叶无锡市公共交通条
例渊草案表决稿冤曳遥 会议审议叶无锡
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工作报
告曳叶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工作报告曳袁审议并通过野十
三五冶规划纲要审查报告尧计划预算
审查报告和议案审查报告遥 会议补
选丁大卫尧 赵志新为无锡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袁补选王安岭尧叶少军尧冯伟东尧严
巍巍尧吴早春尧吴迎春为无锡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袁并组织当选人员进行宪法宣誓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无锡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至第三十五次会议铱 1
月 8 日袁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二十九次会议袁 讨论市十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各类建议名单及有关筹
备事项袁 审议并通过关于无锡市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袁决定有关人事任免袁并首次组织
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遥

2 月 25 日袁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袁 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全市众创空间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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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袁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叶无
锡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渊草案冤曳
的议案袁通过叶无锡市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
点方案曳曰审议并通过叶无锡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无锡市部
分行政区划调整有关事项的决定曳尧
市人大常委会 2016 年工作要点尧
叶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
员会更名的决定曳尧叶无锡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陈良钢
辞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职务请求的决定曳尧无锡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国
忠尧 王立人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等职务请求的决定曰 决定有关人
事任免袁举行宪法宣誓遥

4 月 27 日袁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袁 听取和审
议市政府关于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尧 关于预防和打击经
济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曰 听取和审
议市政府关于引进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滨江学院情况的报告和有关议案
的说明袁审议并通过相关决定曰审议
市政府关于 2015 年度无锡市依法
行政工作情况报告曰 听取部分省人
大代表履职情况报告曰 决定有关人
事任免遥

6 月 28耀29 日袁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三十二次会议袁 听取和

审议市政府关于无锡市 2015 年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曰 审查和批准无锡市 2015
年本级决算曰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
察院关于全市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情
况的报告曰听取和审议叶无锡市河道
管理条例曳尧叶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
促进条例曳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曰一
审叶无锡市实施掖江苏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业办法曳渊草案冤曰听取和审议
市发改委等 7 个政府组成部门履职
情况的报告袁并开展工作评议曰决定
有关人事任免袁举行宪法宣誓遥

8 月 25耀26 日袁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袁 听取和
审议市政府关于无锡市 2016 年上
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尧关于无锡市 2016 年上
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尧无
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叶关
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
议曳执行情况的报告曰审议市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 叶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
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渊草案冤曳的议
案袁审议并通过叶无锡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
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曳曰审议并通过
叶无锡市残疾人保护条例曳叶无锡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和
市渊县冤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问题的决定曳尧关于无锡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报告曰决
定有关人事任免袁举行宪法宣誓曰审

议并通过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接受蒋伟亮尧薛玉民辞去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遥

10 月 25耀26 日袁 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袁 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无锡市城市总体
规划渊2016耀2030 年冤编制工作情况
的报告尧关于无锡市 2016 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渊草案冤的报告曰听取
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
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曰审议并通过叶无
锡市实施 掖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业 办法曳叶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掖无锡市外送快
餐卫生管理规定业 等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曳曰听取部分省人大代表履职情
况的报告曰决定有关人事任免袁举行
宪法宣誓遥

12 月 19耀20 日袁 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袁 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野市区农贸市场
建设与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冶 整改落
实情况的报告尧 关于落实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有关审计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尧 关于市十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生态补偿机制相关议
案决议贯彻落实及五次会议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曰审议叶无锡市制
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渊修订草案冤曳及
相关议案渊草案冤曰审议并通过叶无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
开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的决定曳, 决定于 2017 年 2
月 14耀17 日召开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曰决定有关人事任免袁举行宪法宣誓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重要工作

揖做好年度立法工作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坚持依法立法尧 立改废
释并举袁强化立法组织协调袁发挥立
法主导作用袁提高立法质量遥 突出重
点领域立法袁 积极回应全社会对空
气质量的关切袁 制定 叶无锡市实施
掖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业办法曳袁
为优化空气环境质量提供法制保
障曰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护袁修订
叶无锡市残疾人保护条例曳袁 保障残
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袁 共享发展
成果曰 主动顺应形势发展变化和社
会诉求袁集中修改叶无锡市体育经营

圆园员远 年 1 月 8 日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首次组织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渊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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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管理条例曳叶无锡市外送快餐卫
生管理规定曳叶无锡市测绘管理条
例曳等地方性法规袁推动政府简政放
权尧转变职能袁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
力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曳
渊2015 年修订冤袁修订叶无锡市制定地
方性法规条例曳袁并提交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袁 健全完善立法工
作机制袁 为推进科学立法尧 民主立
法尧精细化立法提供重要遵循遥 坚持
立足当前袁着眼长远袁广泛征集下年
度立法项目袁提出立法建议袁并对安
全生产尧 水土保持工作等开展前期
立法调研袁 对 叶无锡市房屋登记条
例曳叶无锡市土地登记条例曳 进行立
法后评估袁确保工作连续性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紧盯社会重点尧 难点问
题加强监督袁全力助推野十三五冶发
展遥 高度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
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袁 专题视察智
能制造尧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曰听取审
议众创空间建设情况报告袁 调研农
村金融改革袁推进创新驱动尧产业强
市战略实施曰 听取审议计划预算执
行情况和审计工作报告袁 督促审计
发现问题整改野销号冶袁调研政府性
资产管理袁 加强全口径预算审查监
督袁切实管好人民的野钱袋子冶曰听取
审议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情况报告袁 监督推动锡澄宜一体化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袁 调研快速路网
建设尧公共资源布局等袁促进提升城
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袁 加快
城乡一体化进程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促进民生改善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
常委会就 野市区农贸市场建设与管
理情况冶开展专题询问袁力推农贸市
场在体系化建设尧公益性提升尧标准
化改造尧 长效化管理等方面补短补
缺尧提档升级袁政府主动抓好未问先
改尧边整边改袁一批农贸市场经改造
提升后面貌焕然一新袁 赢得市民纷
纷好评曰关注群众看病难尧看病贵问
题和食品安全问题袁 跟踪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袁推动智慧医疗建设发展袁
调研食品餐饮监管和农产品质量袁
保证百姓食品安全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关注生态环境质量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家和省尧 市对大

气污染防治的新要求袁 及时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立法袁制定叶无锡市实施
掖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业办法曳曰
听取审议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报告袁 考察燃煤小锅炉和
工业窑炉整治情况袁 督促完成目标
任务曰 专题考察太湖治理和水环境
整治工作袁打好治水攻坚战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坚持把法治无锡建设摆
上重要位置袁 加强监督政府依法行
政尧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袁以及法院
刑事审判尧检察院公诉等工作袁促进
政府职能转变和司法体制改革曰听
取审议野六五冶普法工作报告袁促进
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曰听取村渊居冤委
换届选举情况汇报袁 促进基层社会
治理曰对市发改委尧财政局等 7 个部
门开展工作评议袁 激发政府部门担
当作为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执法检查和备案审查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叶无锡市河
道管理条例曳执法检查袁全力促进水
环境持续改善曰 高度重视学生体质
健康袁开展叶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条例曳执法检查袁为健康无锡作贡
献遥 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袁
首次召开专家点评会袁 对车站地区
管理尧工伤保险尧社会救助尧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范性文件进行点评袁
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和建议袁 全力

维护法制统一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适时议决重大事项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完善与野一府两院冶沟通
协调机制袁并按照年度计划安排袁作
出关于无锡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有
关事项的决定袁 有效保障区划调整
依法有序完成曰 作出关于开展 野七
五冶普法的决议袁推动新一轮普法工
作曰 作出关于引进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滨江学院的决定袁 为加快弥补无
锡市高等教育短板发挥作用遥 大力
支持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袁
审议通过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袁
推动这项改革走在全省尧全国前列遥
坚持加强对已作出决议决定的跟踪
督促袁 尤其是高度重视市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上作出的有关生态补偿
机制议案决议的贯彻实施袁 组织专
题考察袁并听取审议相关报告袁力推
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市域内落地见
效袁并促进逐步提标扩面曰督促推进
垃圾分类处理和惠山古镇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决议的贯彻执行袁 垃圾分
类处理逐步实施袁 惠山古镇申遗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依法用好人事任免权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袁
认真行使人事任免权袁 坚持法律知
识考试尧任前承诺发言尧颁发任命书
和宪法宣誓制度袁 全年共任免国家

圆园员远 年 9 月 20 日袁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区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
情况专题询问会 渊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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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工作人员 81 人次袁组织宪法宣
誓 49 人次袁切实增强被任命干部的
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发挥代表作用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
常委会始终注重发挥代表作用袁积
极搭建代表履职平台袁 完善服务保
障机制袁 引导广大代表做到届满不
减责任遥 坚持以加快推进 野强富美
高冶新无锡建设为主题袁深化代表主
题实践活动袁注重上下联动袁统筹推
进袁并召开总结交流会议袁充分展示
代表履职风采袁 促进基层人大工作
创新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办理代表议案建议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注重提升代表建议办理
质量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尧代表满意
为标准袁从建议野提得好尧交得准尧办
得成冶上下功夫袁注重建议办理与代
表野零距离冶接触袁继续开展代表建
议督办月活动袁并强化办理成效野回

头看冶遥 政府及各承办部门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袁 畅通联系服务代表群众
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主动回应社会诉
求袁 依法依规抓好办理遥 经各方努
力袁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191 件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袁
减轻企业负担尧 公共自行车管理等
一大批涉及经济转型尧生态建设尧城
市管理尧教育卫生等热点尧难点问题
得到解决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密切联系代表和群众铱 2016 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落实常委会与代
表尧代表与群众联系制度袁发挥代表
履职信息服务平台作用袁 广泛邀请
代表参与常委会各类履职活动袁全
年 56 人次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袁
150 多人次代表参与执法检查尧考察
调研袁联系接待群众 1320 人遥 落实
代表述职制度袁 并由原选举单位对
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评议袁 67 名代表
报告履职情况并接受评议袁 增强代

表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揖认真抓好换届选举铱 2016 年袁市
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
全市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全过程袁把
牢政治方向袁 协助市委召开专题部
署会尧出台指导意见袁重大问题和重
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曰 成立选举工
作办公室袁精心制定方案袁密切沟通
协调袁 深入研判分析袁 加强工作指
导袁 确保市委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基
层选举单位遥 坚持把严格依法办事
贯穿于换届选举各环节袁 以高度的
政治敏锐性袁切实将野九严禁冶渊严禁
拉帮结派尧严禁拉票贿选尧严禁买官
卖官尧 严禁跑官要官尧 严禁造假骗
官尧 严禁说情打招呼尧 严禁违规用
人尧严禁跑风漏气尧严禁干扰换届冤
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尧落到实处袁从严
把好代表入口关袁 从严审查代表资
格袁从严组织投票选举袁确保换届选
举合法合规尧圆满成功遥 坚持把充分
发扬民主贯穿于换届选举各方面袁
加强宣传引导袁 运用互联网技术沟
通服务广大选民袁 发动选民积极参
与民主政治实践袁 全市共设选民登
记站 7436个袁选民投票参选率96.5%袁
乡县两级选区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
镇人大代表 2540 名袁市渊县冤尧区人
大代表 1453 名袁经市渊县冤尧区人代
会选举产生无锡市第十六届人大代
表 449 名遥 通过换届选举袁优化新一
届代表结构和整体素质遥 推进县乡
人大常委会工作和建设袁 抓住换届
选举时机袁落实中央尧省尧市委关于
加强县乡人大常委会工作和建设文
件要求袁 推动基层人大组织建设跃
上新台阶遥 各市渊县冤尧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袁 镇人大主席和部分街道人大
工委主任实行专职配备袁 较大镇和
街道配备专职副主席尧副主任遥

渊严巍巍 朱 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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