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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议   程

（2021年1月20日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审查《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

二、审查《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

三、审查《汕尾市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

序维护条例》。

四、审查《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五、审查《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

六、审查《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珠海市排水条例〉的决定》。

七、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调整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

八、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稿）。

九、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

定（草案）。

十、审议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草案）。

十一、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推迟选举的

决定（草案）。

十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十三、审议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

报告。

十四、审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接受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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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8号）

汕头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补

选吴启煌、周四龙、彭聪恩、蔡国忠为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韶关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补选王瑞军、陈少荣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汕尾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补选王桂

科、逯峰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东莞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补选刘旭奇为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中山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

议补选王曦、陈晓明、黄利红为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阳江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补选

张福海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湛江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补选屈哨兵、梁卫洪、曾

进泽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肇庆市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补选袁峻、梁耀钧为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清远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

会议补选马正勇、许红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潮

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补选何晓

军、林壮森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解放军驻粤部

队补选翟保然、龚晓晖、梁力强为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根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吴启煌、

周四龙、彭聪恩、蔡国忠、王瑞军、陈少荣、王

桂科、逯峰、刘旭奇、王曦、陈晓明、黄利红、

张福海、屈哨兵、梁卫洪、曾进泽、袁峻、梁耀

钧、马正勇、许红、何晓军、林壮森、翟保然、

龚晓晖、梁力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

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到达任职年限，深圳、

汕头、佛山、韶关、汕尾、东莞、湛江、茂名、

肇庆、潮州、揭阳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接受胡

美东、郑通声、林秀玉、殷焕明、杨绪松、郑亚

吉、姜建军、钟卡、刘依平、陈少宏、叶牛平辞

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佛山、清远军分区选

举委员会分别接受伍世金、赵琼飞辞去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职务。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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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办法》的有关规定，胡美东、郑通声、林秀

玉、殷焕明、杨绪松、郑亚吉、姜建军、钟卡、

刘依平、陈少宏、叶牛平、伍世金、赵琼飞的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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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林

秀玉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亚吉的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卡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

员，刘依平的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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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相应终止。

因涉嫌违纪违法，汕尾、茂名、肇庆、揭

阳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接受黄长城、陈坦、李

天、杜小洋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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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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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黄长城、陈坦、李天、杜小洋的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卢怀钿，韶

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傅华、刘磊，惠州

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章轲，中山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光军，湛江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张国华，云浮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郑雁雄，解放军驻粤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石志坤、刘魁毅，已调离广东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卢怀钿、傅

华、刘磊、章轲、张光军、张国华、郑雁雄、石

志坤、刘魁毅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吴文兵去

世，揭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建明去

世。吴文兵、张建明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自

然终止。

截至目前，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

有代表784名。

特此公告。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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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

决定予以批准，由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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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珠海市文明行

为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征求了省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该

条例草案送省文明办，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

境厅等二十六个单位征求了意见，对反馈意见进

行研究提出了修改建议。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对有

关于《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关条文内容作了修改完善。12月10日，法制工作

委员会收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报请批准〈珠海市文明行为条例〉的报

告》后，再次研究，提出了初步审查意见。法制

委员会对《条例》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经12月

22日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将《条例》提请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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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该决

定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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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审查情况报告

如下：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珠海市供水用水

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过程中，征求了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法制工作委

员会将该修正案草案送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十六个单位征求

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改建议。珠

海市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文内容作了修改完善。

2020年12月7日，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珠海市人

大常委会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珠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

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的报告》后，再次

研究，提出了初步审查意见。法制委员会对《决

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经12月22日常委会主

任会议讨论，决定将《决定》提请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决定》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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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珠海市排水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请批准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珠海市排水条例〉的决定》，该决定与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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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珠海市排水条例〉的决定》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珠海市排水条例〉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的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12月7日，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珠海市人大

常委会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珠海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珠海市排

水条例》的决定〉的报告》后，征求了省人大有

关专门委员会、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

利厅等七个单位的意见，提出了初步审查意见。

法制委员会对《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经

12月22日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将《决定》

提请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决定》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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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

触，决定予以批准，由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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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审查情况报告如

下：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汕头市防御雷

电灾害条例（修订草案）》的过程中，征求了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法制工作委

员会将该修订草案送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

司法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省

气象局等十七个单位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

行研究提出了修改建议。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对有

关条文内容作了修改完善。2020年11月11日，法

制工作委员会收到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报送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

例〉的报告》后，再次研究，提出了初步审查意

见。法制委员会对《条例》的合法性进行了审

查。经2020年12月22日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

定将《条例》提请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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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

触，决定予以批准，由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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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

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审查情况报告如

下：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佛山市住宅物业

管理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征求了省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将

该条例草案送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等二十二个单位征求了意见，对反

馈意见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改建议。佛山市人大常

委会对有关条文内容作了修改完善。11月1日，

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佛山市人大常委会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佛山市住宅物业管

理条例〉的报告》后，再次研究，提出了初步审

查意见。法制委员会对《条例》的合法性进行了

审查。经12月22日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将

《条例》提请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公报01.indd   15 2021/6/17   11:35:24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1.1

. 16 .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汕尾市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

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了汕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汕尾市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

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汕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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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汕尾市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

条例》的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柏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法制委员会对《汕尾市电力设施保护和

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

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汕尾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汕尾市电力设

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草案）》的过程

中，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

见。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该条例草案一审后，会同

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单位和立法咨询专家召开座

谈会进行了研究，并将该条例草案二审后的修改

稿送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司法厅、广东电网公司等

十六个单位和立法咨询专家征求意见，对反馈意

见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改建议。汕尾市人大常委

会对有关条文内容作了修改完善。2020年12月15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汕尾市人大常委会报送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汕尾市电力设施

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的报告》后，再次

研究，提出了初步审查意见。法制委员会对《条

例》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经2020年12月22日常

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将《条例》提请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

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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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召开时间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召开时间调整为202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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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

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八条关

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的规定，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县、乡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通知》，现对全省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县

级）和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决定如下：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

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按照县、乡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同步进行的原则，在2021

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统筹安排本行政区域

内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进行了人大代表选

举、到本轮换届任期未满4年的县、乡两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不进行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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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晓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现就全省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

案）说明如下：

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我省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县级）和乡、民族

乡、镇（以下简称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

2016年下半年选举产生的，到今年下半年任期将

届满，需要按时换届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时间的通知，要求向同级党委汇报，通盘考

虑县、乡人大换届与党委换届的衔接，按期完成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于

2020年12月23日向省委报送了《关于我省县、乡

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请示》，省委

于2021年1月9日批复同意我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安排在202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进

行。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进行了人大代表选

举、到本轮换届任期未满4年的县、乡两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不进行换届选举。

决定草案已印发，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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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草案）的说明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茂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地方组织法和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参照大会以往做法，结合我省实

际，经省委同意，提出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主席团常务主席、副秘书长名单

草案。现说明如下：

一、关于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由省人大代表

中的省委领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各工作委员会主

任，省政协主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

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各有关方面代表人物，

各代表团第一召集人，共83人组成（成员构成情

况详见附件）。

大会秘书长由徐少华同志兼任。

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将提请省十三

届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二、关于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提名李玉妹（女）、王伟中、张义珍（女）、

徐少华、黄业斌、罗娟（女）、吕业升、王衍诗、

王学成、王波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草案将提请省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三、关于大会副秘书长

按惯例提名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筹备处副

主任王波（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于敏

（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接待办主任,省人大教育

科学文化委副主任委员）、吴钢运（省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崔朝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政府新闻办主任）、李阳春（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一级巡视员）为大会副秘书长人选。

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将提请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以上各项名单草案已印发。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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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成员构成

一、省委（9人）

李  希 省委书记

王伟中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

张硕辅 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张义珍（女）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福海 省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黄宁生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叶贞琴 省委常委

张利明 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

张  虎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二、省人大常委会（20人） 

李玉妹（女）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少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黄业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  娟（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吕业升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衍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学成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  波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陈逸葵 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陈少波 省人大监察司法委主任委员

幸晓维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主任委员

苏一凡 省人大环境资源委主任委员

温捷香 省人大农村农业委主任委员

何丽娟（女） 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主任委员

阎静萍（女） 省人大华侨民族宗教委主任委员

许  光 省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

李茂停 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主任

李元林 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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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阳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潘   江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

三、省政协（1人）

王  荣 省政协主席

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15人）

陈伟东（中共）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池志雄（中共）    团省委书记

许  红（女, 中共）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黎智明 民革省委会专职副主委

李丽娟（女） 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广东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周楚良（女） 民建省委会副主委、东莞市委会主委，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  波（女） 民进省委会副主委

龙丽娟（女） 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法定代表人）

吴克昌 致公党省委会副主委，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博导

黄惊雷 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副主委

陈建飚 台盟省委会副主委，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邵建明 省工商联兼职副主席、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蓓（女） 省知联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知联会副会长，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

 中医科主任

樊宏恩 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

释耀智 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广州市大佛寺住持

五、各有关方面代表人物（17人）

朱小丹（中共）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主任，原省长

黄龙云（中共） 全国人大华侨委副主任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原主任

俞满江（中共） 南部战区海军副司令员

李  峰（中共） 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原副主任

章熙春（中共）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全汉炎（中共） 广东实验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金  燕（女, 民建）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田  艳（女, 中共）   汕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中心理化检验实验室主任

刘健芬（女）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

李  娇（女）  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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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丹丹（女, 民盟）       梅州市梅县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推广股负责人

林永明（中共, 侨眷）   台山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黄木兴（中共）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镇三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茂生（中共）         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黄海燕（女, 民革）       肇庆市舞蹈家协会主席、肇庆市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副主任

房玉红（女, 瑶族）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

欧淑琼（女）          惠来县惠城镇西三社区妇联副主席

六、各代表团第一召集人（21人）

石奇珠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骆文智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永航 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文田 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鲁  毅 佛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瑞军 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丁红都 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  敏 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贻伟 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晓强 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梁维东 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赖泽华 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应武 江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焦兰生 阳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人豪 湛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志晖 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范中杰 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昭举 清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李雅林 潮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蔡朝林 揭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黄汉标 云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召集人由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张利明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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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推迟选举

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推迟至2021年5月底以前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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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周四龙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秘书长；

任命曾超鹏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潘江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梁卫洪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任命蒋斌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王桂科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屈哨兵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华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袁峻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社

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陈伟东、许红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任命陈永康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余建红为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委员。

免去胡美东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秘书长职务；

免去邱显扬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刘鸣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陈一珠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华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陈潮光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陈永康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钟卡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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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宫立云、龚海明、李文骥为广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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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王碧玉、徐玉宝、黄小迪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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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罗娜、魏雄文、李丹、彭波、万祎伊、

傅宇翔、陈伟图、朱国平、刘婵秀、谢晓鸿为广

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任命谢方为肇庆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李庆协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张伟的肇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谢方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公报01.indd   29 2021/6/17   11:35:24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1.1

. 30 .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月18日，汕头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补选吴启煌、周四龙、彭聪恩、

蔡国忠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月18日，

韶关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补选

王瑞军、陈少荣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

月18日，汕尾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补选王桂科、逯峰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

1月18日，东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

议补选刘旭奇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月

19日，中山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补

选王曦、陈晓明、黄利红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2021年1月18日，阳江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补选张福海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

年1月18日，湛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补选屈哨兵、梁卫洪、曾进泽为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2021年1月18日，肇庆市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补选袁峻、梁耀钧为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月18日，清远市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补选马正勇、许红为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月18日，潮州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补选何晓军、林壮

森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2021年1月  日至18日，

解放军驻粤部队补选翟保然、龚晓晖、梁力强

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吴启煌、周四龙、彭聪

恩、蔡国忠、王瑞军、陈少荣、王桂科、逯峰、

刘旭奇、王曦、陈晓明、黄利红、张福海、屈哨

兵、梁卫洪、曾进泽、袁峻、梁耀钧、马正勇、

许红、何晓军、林壮森、翟保然、龚晓晖、梁力

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深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胡美东因

工作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职务。2021年1月18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汕头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郑通声因到达任职年限，本

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

18日，汕头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决定接受其辞职。佛山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林秀玉因到达任职年限，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9日，佛山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

韶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殷焕明因工作

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

务。2021年1月18日，韶关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汕尾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杨绪松因工作岗位变动，本

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

18日，汕尾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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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接受其辞职。东莞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郑亚吉因到达任职年限，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8日，东莞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湛江

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姜建军因工作岗位变

动，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

年1月18日，湛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茂名市选出的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钟卡因到达任职年限，本人提出辞去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9日，茂名

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

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刘依平因工

作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

务。2021年1月18日，肇庆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潮州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陈少宏因到达任职年限，本人

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8

日，潮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

定接受其辞职。揭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叶牛平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8日，揭阳市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解放

军驻粤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伍世金因转

业地方工作，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

务。2020年12月22日，佛山军分区选举委员会接

受其辞职。解放军驻粤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赵琼飞因转业地方工作，本人提出辞去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0年12月22日，清远军分

区选举委员会接受其辞职。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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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的有关规定，胡美东、郑通声、林秀玉、殷焕

明、杨绪松、郑亚吉、姜建军、钟卡、刘依平、

陈少宏、叶牛平、伍世金、赵琼飞的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资格终止。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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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林秀玉的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亚吉的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委员、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钟卡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刘依

平的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相

应终止。

汕尾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黄长城因涉

嫌违纪违法，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

务。2021年1月18日，汕尾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茂名市选出的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陈坦因涉嫌违纪违法，本人提出

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19日，

茂名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接受

其辞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李天因

涉嫌违纪违法，本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职务。2020年12月30日，肇庆市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揭阳市选出

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杜小洋因涉嫌违纪违法，本

人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2021年1月

18日，揭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

定接受其辞职。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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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的有

关规定，黄长城、陈坦、李天、杜小洋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卢怀钿，韶

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傅华、刘磊，惠州

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章轲，中山市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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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光军，湛江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张国华，云浮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郑雁雄，解放军驻粤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石志坤、刘魁毅，已调离广东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卢怀钿、傅

华、刘磊、章轲、张光军、张国华、郑雁雄、石

志坤、刘魁毅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吴文兵，于

2020年6月去世。揭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张建明，于2020年5月去世。吴文兵、张建明

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以上代表资格变动情况报请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

本次部分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广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784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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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

变化情况的说明

    ——2021年1月20日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茂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共有53名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发生了变动。其中，补

选25名代表，有17名代表辞职，9名代表调离广

东省,2名代表去世。具体情况如下：

汕头市补选吴启煌、周四龙、彭聪恩、蔡国

忠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韶关市补选王瑞军、陈

少荣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汕尾市补选王桂科、

逯峰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东莞市补选刘旭奇为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山市补选王曦、陈晓明、

黄利红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阳江市补选张福海

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湛江市补选屈哨兵、梁卫

洪、曾进泽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肇庆市补选袁

峻、梁耀钧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清远市补选马

正勇、许红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潮州市补选何

晓军、林壮森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解放军驻粤

部队补选翟保然、龚晓晖、梁力强为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审查，吴启煌等25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

格有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因工作岗位变动，深圳、韶关、汕尾、湛

江、肇庆、揭阳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接受胡美

东、殷焕明、杨绪松、姜建军、刘依平、叶牛平

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佛山、清远军分区

选举委员会分别接受伍世金、赵琼飞辞去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职务。因到达任职年限，汕头、佛

山、东莞、茂名、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接

受郑通声、林秀玉、郑亚吉、钟卡、陈少宏辞去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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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

有关规定，胡美东等13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

格终止。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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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林秀玉的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郑亚吉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钟卡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刘依平的省十

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相应终止。

因涉嫌违纪违法，汕尾、茂名、肇庆、揭

阳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接受黄长城、陈坦、李

天、杜小洋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黄长城等4

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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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卢怀钿，韶

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傅华、刘磊，惠州

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章轲，中山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光军，湛江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张国华，云浮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郑雁雄，解放军驻粤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石志坤、刘魁毅，因工作岗位变动，已调

离广东省。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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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卢怀钿等9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汕头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吴文兵，

于2020年6月因故去世。揭阳市选出的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张建明，于2020年5月因病去世。吴文

兵、张建明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本次部分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广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84名。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及新当选和终止代表资格

的代表名单已印发，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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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幸晓维等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1年1月2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决定：

因到达任职年限，接受幸晓维辞去广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的请求；接受苏一凡辞去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

请求；接受温捷香辞去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

邱显扬、刘鸣、陈一珠、陈潮光辞去广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因另有任用，接受何丽娟辞去广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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