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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 月 15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项天保主持，副主任刘辉、

林锡波、李绿岸、马翔、陈伟波、林曼，

秘书长卢壁辉和委员出席会议。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吴

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钊，市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以及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会议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宪法

知识学习教育,要求各位组成人员认真学

习，充分认识、全面领会宪法的核心要

义和精神实质，切实将宪法精神贯彻落

实到学习工作中，依法行使职权，保证

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

执行，以实际行动推动宪法的全面实施。

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卢壁

辉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辞去广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说明，审议

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辞去广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

议。

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卢壁

辉关于补选个别同志为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的说明，审议

关于补选个别同志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审议表决通过

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办

法、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副总监票

人名单。投票补选曾风保、汪一洋、项

天保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结果将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任

免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议案、关于提请通过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的议案。

会议还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颜世荣

等同志职务任职的意见，决定任命颜世

荣为汕头市司法局局长，周崇凝为汕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会议强调，新一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要加强学习，增强本领，认真学习好立

法法、监督法、选举法、代表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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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议事规则等与人大工作密切相关的

法律，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拓宽眼界

和视野，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要

勤勉尽责，努力工作。各专门委员会、

各工作委员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紧紧

围绕当年度市人大常委会和各自的工作

重点、关系本领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与各方面

沟通协调，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人大及

其常委会依法履职提供有利依据，保证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要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依

法履职。进一步提高认识，担当进取，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全力做好新时代

人大工作，为推动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

区建设中迎头赶上贡献人大力量。

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马文田、吴启煌辞去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15 日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汕头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会议决

定：接受马文田、吴启煌辞去广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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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受马文田、吴启煌辞去广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2022 年 1 月 15 日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卢壁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因工作需要，我市选出的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马文田、吴启煌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15 日向市人大常委会书面提

出辞去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第五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

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

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汕头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马文

田、吴启煌辞去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草案）》提请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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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曾风保等同志为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

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

省委同意提名曾风保、汪一洋、项

天保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规定，经主任会议研究，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补选曾风保、汪一

洋、项天保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请予审议。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2022 年 1 月 15 日

关于补选曾风保等同志为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情况说明

2022 年 1 月 15 日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卢壁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的委托，作关于补选

曾风保、汪一洋、项天保为广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情况说明。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关于

补选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函》（粤常选

函〔2022〕8 号）和市委《关于提名曾风

保等同志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

通知》（汕干〔2022〕13 号），省委同

意提名曾风保、汪一洋、项天保同志为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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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七条第

三款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规定，经主任会议研究，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补选曾风保、汪一洋、

项天保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以上说明，连同有关补选的议案，

请予审议。

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2 年 1 月 15 日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

林 曼（女）

副主任委员：

林华乾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刘文华（女）、孙良胜、

陈 莉（女）、陈健雁、

林永河、 顾伟文、

曹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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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 年 1 月 15 日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孙良胜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主任；

谢灿斌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罗晓红、黄晓生为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

陈健雁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

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方传红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

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宋一兵、陈业晞为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委员；

曾彦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

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文华、陈桌洧为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

李汉元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

业工作委员会主任；

吴俊斌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

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鹏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东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庄晓、郑孟坚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林华乾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

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

林永河、曹安定为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委员。

决定任命：

颜世荣为市司法局局长；

周崇凝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

免去：

何敏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职务；

朱玲珑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王伟忠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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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胜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

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杨金耀、罗晓红的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业龙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孔德镐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曹安定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开成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

业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吴俊钦、张元武的汕头市人大常委

会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黄晓生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

业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苏红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晴虹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

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陈瑾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

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海平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

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吴淑卿、林曼的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委员职

务。

汕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出缺席名单

出席：

项天保、刘 辉、林锡波、李绿岸、

马 翔、陈伟波、林 曼、卢壁辉、

方传红、庄 晓、刘文华、孙良胜、

李汉元、李增烈、吴俊斌、宋一兵、

陈业晞、陈 莉、陈桌洧、陈健雁、

陈 鹏、林永河、林华乾、欧镇文、

罗晓红、郑孟坚、饶冬晓、洪建芬、

顾伟文、徐 昱、黄晓生、曹安定、

曾 彦、谢丽玲、谢灿斌、蔡 东、

谭学瑞、魏淼新、柯 茂、王贵元、

王 瀚、周继敏、杨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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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2 月 21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项天保主持，副主任刘辉、林锡波、

李绿岸、马翔、陈伟波、林曼，秘书长

卢壁辉和委员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宏华，市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王福友，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

章波，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中级

人民法院、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人大法制委

委员、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李珩等同

志任职的意见。决定任命李珩为汕头市

人民政府秘书长、陈捷锋为汕头市发展

和改革局局长、李翔为汕头市教育局局

长、陈艳莉为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翁晓阳为汕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黄海为汕头市公安局局长、罗舜煜为汕

头市民政局局长、谷元新为汕头市财政

局局长、陈锋维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局

长、陈斌为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马清亮为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陈常春为汕头市水务局局长、黄华广为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晓铿为汕头

市商务局局长、陈泳双为汕头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蔡榕为汕头市卫生

健康局局长、孟令伟为汕头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曾锡洪为汕头市应急管理

局局长、李宁为汕头市审计局局长、吴

楚斌为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任、李逸夫为汕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刘世群为汕头市统计局

局长、黄伟鹏为汕头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林海辉为汕头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王江

锋为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

长、连泽生为汕头市信访局局长、陈馥

忠为汕头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会议举行颁发任命书仪式。会议组

织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的市检察

院检察长彭章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市司法局局长颜

世荣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周

崇凝，以及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市公

安局局长黄海等同志进行就职宪法宣誓。

会议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汕头

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草案）》修

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汕头经济特区警

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

报告，审议以上规定和条例（草案修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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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22 年 2 月 21 日汕头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李珩为汕头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陈捷锋为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局

长；

李翔为汕头市教育局局长；

陈艳莉为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翁晓阳为汕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

黄海为汕头市公安局局长；

罗舜煜为汕头市民政局局长；

谷元新为汕头市财政局局长；

陈锋维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陈斌为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

马清亮为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陈常春为汕头市水务局局长；

黄华广为汕头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晓铿为汕头市商务局局长；

陈泳双为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局长；

蔡榕为汕头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孟令伟为汕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

曾锡洪为汕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李宁为汕头市审计局局长；

吴楚斌为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逸夫为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

刘世群为汕头市统计局局长；

黄伟鹏为汕头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林海辉为汕头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王江锋为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局长；

连泽生为汕头市信访局局长；

陈馥忠为汕头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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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出缺席名单

出席：

项天保、刘 辉、林锡波、李绿岸、

马 翔、陈伟波、林 曼、卢壁辉、

庄 晓、刘文华、孙良胜、李汉元、

李增烈、吴俊斌、宋一兵、陈业晞、

陈 莉、陈桌洧、陈健雁、陈 鹏、

林永河、林华乾、欧镇文、罗晓红、

郑孟坚、饶冬晓、洪建芬、顾伟文、

徐 昱、黄晓生、曹安定、曾 彦、

谢丽玲、谢灿斌、蔡 东、谭学瑞、

魏淼新、何 敏、柯 茂、王贵元、

王 瀚、周继敏、杨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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