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南开区第十六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2021年12月13日政协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主 席 李伟成
副主席 陈立华 王 义 甄士东（女） 刘岩萍（女）

李金胜（兼） 祖炳锋（兼） 杨蕊（女，兼） 王 彤（兼）
秘书长 陈立华（兼）
常务委员（46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寅（回族）
田 昊（女）
孙 军
李春峰
何 峰（满族）
张卫东
周 鸿
贺永进
黄志军
蔡玉胜

马丙讯
刘 超
杜盛杰
杨 延（女）
汪绍霞（女）
张为江（女）
周勇先
高运智
曹瑞杰

王 晔
刘 斌
李 梓
杨 爽（女）
宋 岩
张西波
郑 涛（女）
高建华（女）
常 珊（女）

王 敏（女）
刘国柱
李 普（满族）
来 颖（女，回族）
张 宇
张丽丽（女，满族）
房 纬
唐 娜（女）
崔宏亮

左 勇
刘俊杰
李 皞
邱奶武
张 娜（女）
张俊红（女）
侯文彬
姬全胜
蔡 欣（女）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3日上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孙剑楠出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

席孙长顺主持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李瑞清、纪立新、霍志

刚、陈欣、丁志安、李怡、李健、李颖、张晓
蓓、陈连东、陈俊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320人，实到代
表287人，符合法定人数。

陈玉恒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大会
作《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陈玉恒说，五年来，在市人大常委
会的正确指导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
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作，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天
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全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南开扎实实践，为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陈玉恒说，常委会五年来取得的成
绩，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取得
的，是全体人大代表、各街道人大工委
辛勤奋斗的结果，是“一府一委两院”共
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大
力支持的结果。

陈玉恒说，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
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
摇站稳人民立场，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必须守正创新提升工作效能。

陈玉恒说，今后五年是认真贯彻区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高水平建设“创
新南开”的五年，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新篇章
的五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着神圣
使命和重要职责。要坚定正确政治方
向，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要健全
民意表达平台，大力发展和完善全过程
人民民主；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
监督助力发展；要强化履职服务保障，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要持续推进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陈玉恒最后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接续奋斗未有穷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
委工作要求，围绕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
定的目标任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积极投身南开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创新南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
而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南开区人民法院院长刘金洪向大
会作《南开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刘金洪说，2017年以来，在区委坚
强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上级法院正确指导和区政府、区政协及
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区人民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
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决
贯彻执行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区十七届人大历次会议决议，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任务，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

关于2022年工作，刘金洪说，区人
民法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以更高站位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以更大作为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以更实举措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以更大力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以更高标准锻造过硬法院队伍。
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郑

国振向大会作《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郑国振说，2017年以来，在区委和
市人民检察院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在区政府、区政
协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区人民检察
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按照“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
强”新时代检察工作总要求，忠诚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为维护南开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2022年的工作，郑国振说，区
人民检察院将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讲政治、讲担当、创品牌、创一
流”活动为载体，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着力强化政治建设，坚持党的绝对
领导；着眼南开区发展大局，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着实强化检查监督，维护司
法公平正义；着重强化队伍建设，提升
检察履职能力，为建设“创新南开”，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

在主席台就座的区领导同志还有：
刘亚男、宋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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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南开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

员，由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2月 14
日选出：
主 任 孙长顺
副主任 李瑞清 纪立新 丁志安 霍志刚 陈 欣（女，兼）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现予公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王双柱
孔维军
李秀芳（女）
迟立伟
陈文强
徐 强

王学军
华耀欣
李忠益
张文岭
陈学军（女）
徐瑞霞（女）

王爱民
刘长利
李俊兰（女）
张玉军
范建生
郭占明

王殿禄
池艳鹏（满族）
杨家君（女）
张守华
果立松
崔 凯

尹雪莉（女）
阮鸿静（女）
宋晓菲（女）
张宪平（女）
袁 倩（女）

天津市南开区区长、副区长由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选出：
区 长 孙剑楠
副区长 聂伟迅 于建政 张志华 陈建江 李 静（女） 王 锐
现予公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
选举刘亚男（女）为天津市南开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
选举李鹤贤为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
选举郑国振为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12月14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月
11日下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应到代表320人，实到296人，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了南

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南开区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通
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1日下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会议应到28人，实到28人，符
合法定人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推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决定了大会日程；推选出了大会全
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决定了大会副秘
书长；决定了大会表决议案的办法；决
定了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12月13日上午12时；决定了将南开
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
请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决定了

将关于设立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交各代表
团审议后，提请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表决；决定了将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
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决定了将主席
团提名的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人选名单草案交各代表团酝酿
后，提请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决
定了将2022年南开区民心工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
后，提请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

刘亚男、刘金洪、郑国振列席
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 12 日下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
二次会议。会议应到 28 人，实到 28
人，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大会
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区政府关
于南开区人大代表票决民心工程
2021 年度完成情况和酝酿 2022 年度
候选项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2022年
南开区民心工程候选项目提请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听取了关于提

名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南开区
区长、副区长，南开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南开区人民法院院长，南开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的
说明；酝酿提名南开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委员，南开区区长、副区长，南开
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南开区人民法
院院长，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
选人；决定了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
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12月 13日下午
4时。

刘亚男、刘金洪、郑国振，大会副
秘书长列席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3日上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财政经济委员
会会议。

会议对《关于南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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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开区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进行了认
真审查，提出了审查结果报告。会议

同意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区人民政
府委托提出的《关于南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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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区财政局受区人民政府
委托提出的《关于南开区2021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建议大会批准南开区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南开区2022年
预算。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3日下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议案审查委员
会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丁

志安主持会议。
会议按照《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实施办法》进行
了审查。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3日下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
议。会议应到28人，实到27人，符合法
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财政经济委员

会关于南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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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结果报告、
关于南开区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

和审议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提
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大会
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提名区第十
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区
长、副区长，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区人民
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草
案；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审议了各项决议草案。

刘亚男、郑国振，大会副秘书长，
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部分委员列席
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12

月14日上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四次
会议。会议应到28人，实到 27人，符
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

表团讨论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区长、副区长，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正式候选人名单草案
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
提请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

刘亚男、郑国振，大会副秘书长列
席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五次会议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

12月14日上午，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五
次会议。会议应到28人，实到27人，
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选举计
票结果的报告，确定了当选结果；听取
了总监票人关于2022年南开区民心工
程票决项目计票结果的报告，确定了
票决结果。

刘亚男、郑国振，大会副秘书长列
席会议。

南开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上接第25版）2022年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保持全市领先，新增就业1.9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节能减排
降碳完成全市下达目标。

孙剑楠说，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风清气正、务
实高效，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
能，全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不断提
升政府履职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孙剑楠最后说，新征程扬帆启航，
新使命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创新自信、乘势而上，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推动南开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创新南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审查了区政府《关于南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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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开区2021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南开区人大代
表票决民心工程2021年度完成情况及
2022年度候选项目的说明》。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南开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
设立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的决定、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
法、主席团提名的南开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人选名单和2022年南开区
民心工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办法。

在主席台就座的区领导同志还
有：聂伟迅、刘亚男、胡学春、宋国栋、
王立民、孟繁萍、马云亮、马金然、马国
栋、武问健、于建政、张志华、陈建江、
王锐、郭明华、王义、徐锦春、孙华林、
陈立华、甄士东、刘岩萍、李金胜、刘金
洪、郑国振。

全体区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又讯 12月 13日上午，南开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

孙剑楠出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

主席孙长顺主持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李瑞清、纪立新、霍志

刚、陈欣、丁志安、李怡、李健、李颖、张晓

蓓、陈连东、陈俊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320人，实到代
表287人，符合法定人数。

陈玉恒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大会
作《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南开区人民法院院长刘金洪向大
会作《南开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郑
国振向大会作《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在主席台就座的区领导同志还
有：刘亚男、宋国栋。

又讯 12月 14日上午，天津市南
开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孙剑楠、李伟成出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

主席陈玉恒主持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孙长顺、陈东杰、李

建国、李瑞清、纪立新、霍志刚、陈欣、
丁志安、周鹏、侯树林、徐庆敏、郭铭
亮、崔凯、翟俊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320人，实到代
表292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宣布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宣布了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区长、副区长，区监察委
员会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正式候选人名单。

全体与会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选举了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区长、副区长，区监察委
员会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

（下转第2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