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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琰炜 高
雪）4月 7日下午，南阳市六届人

大四次会议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

召开。市委书记张文深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朝瑞主

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永宣读

了中共南阳市委关于成立南阳市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临时党委的通

知。

会议通报了南阳市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议程、日程安排等情

况。张文深担任大会临时党委书

记，霍好胜、曾垂瑞、刘朝瑞、张生

起担任大会临时党委副书记。

张文深就开好大会提出三点

明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集中精力开好这次大会。高质量

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市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齐心协力推动现代化南阳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代表团

的召集人，要认真履职尽责，切实

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鼓劲、

开拓奋进、共谋发展的大会。二

要加强组织引导，圆满完成大会

各项任务。要聚焦大会主题，做

好正面引导，准确把握“十四五”

和 2035年发展目标的新内涵，把

审议和讨论的重点，聚焦到打造

新兴区域经济中心、高质量建设

大城市的奋斗目标上来，聚焦到

推动“两个高质量”工作体系落地

落实上来。要围绕中心大局，认

真履职尽责，引导人大代表围绕

“两轮两翼”战略、“九大专项”、生

态环保、营商环境等全市中心工

作和重点任务，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认真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多谋

长远之道，多建发展之言，多献务

实之策。要坚持依法组织，确保

选举圆满成功。三要严明纪律规

矩，确保大会风清气正。把党的领

导贯穿会议全过程，认真负责做好

组织、保障、监督等工作，以实际行

动践行“两个维护”。把严明的会

风会纪贯穿会议全过程，加强对会

风会纪的监督，坚决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确保

大会在风清气正的氛围中顺利进

行。把严格的疫情防控和安全保

障贯穿会议全过程，实行全封闭管

理，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

等工作，确保大会期间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③9

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召开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
张文深讲话

本报讯（记者 范志钦）4月
7 日下午，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在南阳会议中心举行预备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朝瑞，副主

任李甲坤、刘荣阁、庞震凤、郭斌、

李长江、莫中厚，党组成员全新

明，秘书长宁春士在主席台就

座。刘朝瑞主持会议。

会议宣布，市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定于 4月 8日上午开幕。市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现有代表 634
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 576名，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

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通过

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

了大会计划、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

名单。

刘朝瑞在讲话中指出，本次

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

紧围绕打造新兴区域经济中心、

高质量建设大城市，依法履职、担

当尽责，为我市“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

又讯（记者 范志钦）4 月 7
日下午，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主

席团召开第一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共有组成人员

84名，出席本次会议 74名，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朝瑞主持。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议程共有

七项 :一、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

二、表决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草案）；三、决定大会副秘书长；

四、决定大会日程；五、决定大会

议案审理的规定；六、表决大会选

举办法（草案）；七、表决市六届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表决办法（草案）。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

致通过了上述议程。③9

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召开第一次会议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共12名）
（2021年 4月7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张文深 刘朝瑞 曾垂瑞 李 永 李甲坤 刘荣阁（女）

庞震凤（女） 郭 斌 李长江 莫中厚 全新明 宁春士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1年 4月7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共84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奇（女） 马 俊 马 磊 马元欣 王 克 王世界

王志亮 王俊锋 王献忠 卢志文 卢捍卫 史文涛

白振国 宁春士 朱 萍（女） 朱天钢 全新明 刘中青

刘永国 刘荣阁（女） 刘树华 刘朝瑞 刘新基 闫宏显

许言龄 孙 锋 孙君庚 李 永 李长江 李文鹏

李甲坤 李运斗 李显庆 杨玉良 肖立荣（女） 肖庆玲（女）

吴加新 何明海 余广东 张 岩 张文深 张玉滚

张生起 张明体 张保朝 张智广 张富治 罗岩涛

季 陵 金 浩 周天龙 周华锋 周清香（女） 庞震凤（女）

郑荣华（女） 宗香勤（女） 孟祥营 赵 杰 赵荣朕 赵景然

柳明伟 段文汉 秦林杰（回族）莫中厚 贾 斌 党建凯

徐春林 高贤信 高黎明 郭 成 郭 斌 唐炳申

黄 乐 黄玉杰（女，回族）曹治年 梁天平 韩松德 程相岑

程相武 曾垂瑞 温道军 樊黎明（女） 燕 峰 魏际洲

秘书长 李甲坤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1年 4月7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李甲坤 庞震凤（女）

副主任委员：孟祥营 白振国 闫宏显 何明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毅 王 克 刘新基 李文忠 张 琳（女） 陈玉安（回族）

赵 杰 袁 东 贾 斌 徐春林 高从林 郭 成 唐炳申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计划、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1年 4月7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郭 斌

副主任委员：马 俊 韩松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开华山 朱 萍（女） 乔宏晓 庄旭阳（女） 闫新会（女） 宗香勤（女）

胡名学 侯天侠 高黎明 陶建勇 黄 乐 梅晓林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 4月7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宁春士 康连星 司马恒 柳明伟 王 兵（女） 李 乔

史文涛 高黎明 樊黎明（女） 唐炳申 贾 斌 孙 桓

封 民 闫广州 张振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