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康君 尹章银 贠会斌 胡仁强 李丹峰 赵念强 王 军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3月26日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共16人)
郑光照 张凯盈 陈 宁(女) 赵晓宁 林录印 李吉斌 杨长洲 冯永清
刘永康 赵雅莉(女) 赵 军 李旭光 崔孝栓 袁良善 赵水利(女) 石康君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3月26日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一、主席团(6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马先友 王宁岗 王向阳 王晓虎 井晓奇 邓有财 石康君 田朝霞(女)
冯永清 冯朝勇 朱三民 朱玉琴(女) 刘文革 刘永康 贠会斌 李 淼（女）
李丹会(女) 李永志 李吉斌 李会军 李旭光 李晓慧(女) 杨长洲 杨战英
杨莉霞（女） 吴宏涛 吴泽宏 余会存(女) 汪从文 张永罡 张国瑜 张凯盈
张建武 张居望 陈 宁(女) 陈朝阳（女） 林 明 林录印 周 刚 周建政
郑光照 赵 军 赵 鹏 赵水利(女) 赵晓宁 赵雅莉（女） 洪 炜 袁良善
贾小民 贾永安 倪晓燕（女） 徐江博 徐秀全 席建军 曹建斌 崔孝栓
彭晓邦 董红梅（女） 傅 强 谢建民 雷西明 薛小平 璩泽涛 魏 强

二、秘书长
林录印（兼）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3月20日商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22年3月26日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预备会议选举）

第一次大会（开幕会）执行主席
(2022年3月27日上午)

郑光照 张凯盈 陈 宁(女) 赵晓宁 林录印 李吉斌 杨长洲 冯永清
刘永康 赵雅莉(女) 石康君

第二次大会(闭幕会)执行主席
(2022年3月29日上午)

郑光照 张凯盈 陈 宁(女) 赵晓宁 林录印 李吉斌 杨长洲 冯永清
刘永康 赵雅莉(女) 赵 军 李旭光 崔孝栓 袁良善 赵水利(女) 石康君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22年3月26日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杨长洲
副主任委员：
周 刚 尹章银
委 员：(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井晓奇 贠会斌 杨战英 曹建斌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2022年3月20日商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22年3月26日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预备会议通过）

本报讯 （记 者 王 倩）3 月 26 日上
午，政协商洛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
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市政协五
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宁岗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政协商洛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通
过了政协商洛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会议
决定将上述草案和名单提交全体委员讨论和
酝酿协商。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仁强就有关议题
作了说明。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夏启
宗、赵绪春、杨建军、徐秀全、罗存成、李继武、殷
延青、李久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刘 媛）3 月 26 日 下
午，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
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和议案审查
委员会名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凯盈主持。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陈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录
印、李吉斌、杨长洲、冯永清、刘永康、赵雅莉和
秘书长石康君在主席台就座。

根据地方组织法和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规定，预备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持。
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

到代表 327 名，出席预备会议代表 322 名，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选举了由 64 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林
录印当选大会秘书长。

预备会议通过的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
共有八项：听取和审议商洛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和批准商洛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商洛市 2022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商洛市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批准商洛市 2022 年市级财政预算；听
取和审议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商洛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
过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选举。

全体代表还集体收看了警示教育片。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本报讯 （记者 余 婷）3 月 26 日晚，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凯盈主持会议，主席团
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应到 64 人，出席 63 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审议情况及修改意见的汇报，决定
将办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听取了关于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候选
人建议名单，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候选人建
议名单，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建议名单，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及情况介
绍，通过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会议决定，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
间为 2022年 3月 28日上午 9时。

会议还安排监票人推选工作。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谢 非）3 月 26 日，市政
协党组书记王宁岗参加经济界委员讨论审议政
协工作报告，畅议履职，建言发展。王宁岗对各
位委员热情履职给予肯定，并真诚欢迎新一届
全体委员加入政协这个大家庭，激励委员要切
实担负起职责使命，答好新的履职答卷，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王宁岗指出，四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四届市政
协成果斐然的履职成效，站位有高度、工作有力
度、履职有温度，各项工作在全国有影响、在全
省有位次、在全市有口碑，是一个提振精神、鼓
舞士气、激发动能的好报告，为五届市政协打下
了好基础、树立了好形象、提供了好借鉴。

王宁岗强调，市第五次党代会擘画了商洛
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建设

“一都四区”的发展目标，既是商洛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的具体行动，也
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的大势所趋，更是商洛抢占先机、争取主
动、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必由之路，也为新
一届政协履职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王宁岗要求，新一届市政协全体政协委员，
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传承好四届政协
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一根本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加强党
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答好优异的“政治答
卷”。要始终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奋进正能
量，答好优异的“同心答卷”。要始终立足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彰显人民
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势，坚持在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答好优异的“履
职答卷”。要始终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
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展现新形
象，干出新样子，答好优异的“形象答卷”。要始
终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
矩、重品行”的要求，争做有觉悟、有能力、有作
为、有情怀、有形象的新委员，答好优异的“委员
答卷”，全力当好市委、市政府发声发力的阵地、
团结统战的平台、助力落实的智库，为商洛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宁岗在参加经济界委员讨论政协工作报告时指出

同舟共济担负新使命 履职尽责答好新答卷

本报讯 （记者 党率航）3 月 26 日下
午，商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和决定本次大
会有关事宜。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凯盈主
持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会议。省委督
导组到会指导。

会议应到 64 人，出席 64 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推选了主席团常务主席；表决通过了

会议日程、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
长、主席团会议日程草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讨论；表决通过了市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草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关
于设立市五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市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市五届人大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办法草案、市五届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和质询案的截止
时间为 2022年 3月 27日 18时。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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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党率航）3 月 26 日上午，出席商洛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300 多名人大代
表，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带着精心准备的建议，陆续
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

报到现场，人大代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
序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领取会议资料。

据了解，代表们带来的建议涉及城市建设、乡村振
兴、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事业改善多方面。

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神状态，把
百姓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带到会上，认真履行人民赋
予的职责，为打造“一都四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

市人大代表向大会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