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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2022年 5月 9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白尚成，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爱兴、董玲、杨玉经、沈

凡、沈左权及委员共 48人出席了会议。
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白尚成主持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讲话。

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人民政

府常务副主席赵永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沙闻麟，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侠

联，自治区人大不是常委会委员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办

公厅、各工作委员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

志，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厅局负责同志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列席自

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人员的

决定、关于接受陈润儿同志辞去自治区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

定、关于接受咸辉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张雨浦同志代理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决定，听取了自治区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有关文件、名单

草案等，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职议案。

1-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圆园22援5

各位委员、同志们：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

程。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职议案，作出

了关于接受咸辉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张雨浦同志代理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决定、关于接受陈润儿同志

辞去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即将召开的

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作

好准备。刚才，会议听取了大会筹备情况的报

告，审议了会议有关文件、名单草案等，作出了

关于召开人代会的决定。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

大六次会议，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党委要求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区上下进

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大力推进

先行区建设、继续建设美丽新宁夏，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

胜利召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现在距离大会召

开只有不到 10天的时间，大家要切实将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要求上来，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面貌、严谨的工作作

风投入到会议筹备中，落实分工、加强协作、精

心服务，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依法补选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也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家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中

央人事安排意图，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做

好此次人事选举工作的要求，自觉讲政治、顾大

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慎重投好神圣的一票，确保

选举任务圆满完成。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切实发

挥模范表率作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

识、落实政治要求，引导各位代表坚决完成党中

央交给我们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自治区

党委赋予我们的重要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和

自治区党委人事意图顺利实现，以实际行动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人代会筹备是一项系

统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与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

党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细化实化工作

方案，明确要求，落实责任，全力做好会议文件、

代表食宿、宣传报道、车辆安排、会场保障、安全

白尚成同志在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2022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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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宪法宣誓仪式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服务

质量，提升保障水平，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当前全国疫情

仍在高位波动，我区也面临着内部疫情点上扩

散和外部疫情输入的双重叠加风险。要始终保

持警惕之心，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复杂

形势，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

劲心态，压紧压实防控责任。要坚持非必要不

上会，严格压减参会人员和会议服务保障工作

人员，严格落实全域封闭、全程闭环、全时管控

的要求，切实做好人防、物防、环境防范工作，把

各环节、各流程、各方面的工作考虑得更精细、

筹备得更精准、衔接得更精确，确保大会绝对

安全。

各位委员、同志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全部

进行完毕。现在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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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汇报

如下。

一、关于大会前的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提名梁言顺同志为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张雨浦同志为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根据有关规定，经

自治区党委同意，拟召开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补选梁言顺同志为自治

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补

选张雨浦同志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5月 3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向自治
区党委报送了关于筹备召开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请示。

5 月 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会议
筹备有关事项。同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 98
次主任会议审议了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

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务主

席名单草案、选举办法草案等各项会议文件，

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或决定。

二、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议程和日程安排

建议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19日至 21日在银川召开。议程是补选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席。安排 1次党员代表会议，1次预备会
议，2次全体会议（开幕会和闭幕会），5次主席
团会议和 3次代表团会议，大会闭幕时举行宪
法宣誓仪式。具体日程草案如下：

5月 19日（星期四）
下午代表报到；16时 30分召开代表团会

议，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会

议议程草案，推选各代表团、分团团长和副团

长；17时 30分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自治区党委
领导同志讲话。

5月 20日（星期五）
上午 9时举行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

和秘书长，决定会议议程；9时 30分召开主席
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全体会议

执行主席，决定会议日程，决定大会副秘书长，

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2022年 5月 9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杨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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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会议表决议案办法，通过选举办法草案；10
时召开代表团会议，审议会议选举办法草案；10
时 30分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
审议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大会

表决。

下午 15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
表决选举办法草案；开幕会结束后召开主席团

第三次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人选

建议名单的说明，决定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人选作为主席

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16时召开代表
团会议 ，酝酿讨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推选监票人。

5月 21日（星期六）
上午 9时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各

代表团关于酝酿讨论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决定

提请大会选举，确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决

定提请大会表决；9时 30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闭幕会），表决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选举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闭幕会期间召开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

关于计票结果的汇报，决定向大会宣布计票结

果和选举结果；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继续召开

闭幕会议，向大会宣布计票结果和选举结果，

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最后请新当选的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讲话。

以上日程草案，已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研究，提请本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自治

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决定。

三、关于大会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

（一）大会主席团。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

会议主席团成员在五次会议成员构成上作了部

分调整。根据有关规定，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宜提名为主席

团成员，建议张雨浦同志不再提名为六次会议

主席团成员人选；彭友东同志调离我区，建议不

再提名为六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人选。建议提名

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在宁正省级领导咸辉，

固原市委书记冼国义为六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人

选。六次会议主席团成员比五次会议增加 1人，
为 59人。
（二）主席团常务主席。自治区十二届人大

六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人选由梁言顺、陈雍、

石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6名副主任和秘书长
组成，共 10人。
（三）全体会议执行主席。根据大会日程安

排，共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建议由主席团常务主

席担任执行主席。

（四）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长人选建议为

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白尚成同志。副秘书长人选由王文宇、马金

元、白华、马文娟、杜银杰、周庆华、杨洪共 7人
组成。大会秘书处下设会风会纪监督组、疫情

防控组、组织组、新闻组、总务组、保卫组、信

访组、会务组等工作组，在大会秘书处领导下

工作。

（五）议案审查委员会。建议自治区十二届

人大六次会议不设立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期

间如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由大会秘书处负责

处理。

四、关于大会筹备工作的其他事项

（一）主席台就座人员。大会主席团成员，

不是主席团成员的自治区在职省军级领导干

5-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圆园22援5

部，共计 85人。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建议
不再邀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离退休领导同志

参会。

（二）列席会议人员。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建议安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和政府组成部

门、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及党委工作机关、自

治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主要负责人（55人）列
席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建议不是自治区

人大代表的市、县(区)党委、人大、政府主要负
责人（17人），随团全程参加会议。
（三）会场和驻地。大会全体会议安排在宁

夏人民会堂，预备会议、各代表团会议安排在悦

海会议中心、凯宾斯基饭店，主席团会议安排在

悦海会议中心和宁夏人民会堂。各代表团驻地

安排在悦海宾馆、凯宾斯基饭店。

（四）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大会设疫情防控

组，负责统筹协调、指导落实疫情防控和全程医

疗保障工作。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工作实

际，从严压减会议服务保障人员，会前开展流行

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全程

实行疫情防控闭环管理，只限在驻地宾馆和会

场之间活动，参会人员不得外出或会客，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规定。

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自治区十二届人大

六次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计划、按步骤

进行，大会可以如期举行。

以上汇报和说明连同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

次会议有关文件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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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宁夏回族自治
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20日在银川召开。建议会议议程：

一、补选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

二、补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三、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 5月 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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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27日，中卫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补选梁言顺为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梁言顺的代表资格有效。

由石嘴山市选出的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彭友东调离我区，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彭友东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由中卫市选出的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宏峰，因工作原因，本人提出辞去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中卫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杨

宏峰的辞职。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宏峰的代表资格终止。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杨宏峰担任

的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本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变动后，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414人。
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 5月 9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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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现将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来，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变动和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情况报

告如下：

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

为 423名，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告后，实有
代表 415名，出缺 3名，预留 5名。

2022年 4月 27日，中卫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补选自治区党

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党组

书记梁言顺为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2022年 5月 5日，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

对梁言顺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当选代

表符合代表的法定条件，选举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代表资格有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

议确认。

近期，由石嘴山市选出的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友东调离我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

规定，彭友东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由中卫市选出的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社会建

设委员会委员杨宏峰，因工作原因，本人提出辞

去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2022年 4月 27日，中卫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杨宏峰的辞

职。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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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第四十九条

第二项的规定，杨宏峰的代表资格终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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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

规定，杨宏峰担任的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2022年 5月 9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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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

员职务相应终止。

至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公告后，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

代表 414名，出缺 4名，预留 5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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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列席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人员的决定

（2022年 5月 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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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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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不是自治区十二届

人大代表的下列人员，列席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政府组成部

门主要负责人；

二、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及党委工作机关

主要负责人；

三、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派出机构及政府直

属特设机构主要负责人；

四、自治区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主要负

责人；

五、不是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县(市、区)党
委、人大、政府主要负责人。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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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政府组成部

门主要负责人

张正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副书

记、主任

王成峰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郭秉晨 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

褚 伟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

记、厅长

陈建龙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

记、主任

蒋文龄 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冯自保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

张 任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

孙 志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马 波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

张柏森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

平学智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

厅长

马汉文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书记

李 斌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曹志斌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

章中全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书记、

厅长

徐晓平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 军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

田丰年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

吕金捍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

记、主任

范锐君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

记、厅长

张吉胜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万东刚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副书记、

厅长

梁积裕 自治区审计厅党组书记

潘 军 自治区审计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李耀松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党组书记

附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苑缘人）

（圆园圆圆年 缘月 怨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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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华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党组副书

记、厅长

二、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

马文娟 自治区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

主任

三、自治区党委工作机关负责人

白 华 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

杜银杰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周庆华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陆 军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张自军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肖彦军 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李德胜 自治区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

白玉珍 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

金万宏 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

刘成孝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书记

周 刚 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四、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主要负

责人

吴 琼 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

五、自治区党委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

曹凯龙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黄思明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六、各民主党派宁夏区委会主要负责人

王新军 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

王春秀 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委

杨淑丽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

七、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

马军生 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人选

王君兰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红缨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黄明旭 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

郭文斌 自治区文联主席（兼职）

何晓勇 自治区工商联主席

马如林 自治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人选

朱天奎 自治区社科联主席

杨发明 中国伊协会会长，自治区伊协会

会长

田永华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

朱奕龙 自治区侨联主席

八、不是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地级市党委组

织部部长

于建文 中卫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九、不是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县（市、区）党

委、人大、政府主要负责人

王 旭 兴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邓彦林 兴庆区区长

裴建宁 西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文宁 灵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晓波 贺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强 大武口区代区长

赵彦林 青铜峡市代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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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娜 盐池县县长

王汉武 吴忠市委副书记，同心县委书记

杨文福 红寺堡区区长

李佐田 原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红社 隆德县代县长

王 荣 泾源县委书记

李白虎 泾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何少庸 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丁志军 沙坡头区代区长

巫 磊 中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佘瑞东 中卫市委副书记，海原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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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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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

陈润儿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备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陈润儿同志辞去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

决定

（圆园圆圆年 缘月 怨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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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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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

咸辉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的请

求，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咸辉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职务请求的决定

（圆园圆圆年 缘月 怨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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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任命：

张雨浦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命名单

（2022年 5月 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7-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圆园22援5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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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张雨

浦同志代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张雨浦同志代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决定

（圆园圆圆年 缘月 怨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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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取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关于召开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三、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四、审议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有关文件、名单草案等（议程草案、日

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

务主席名单草案、执行主席名单草案、副秘书长

名单草案、表决议案办法草案、选举办法草案），

决定提请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选举

或决定

五、决定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六、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咸辉提请的

人事任职议案

七、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接受咸辉同志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职

务请求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张雨浦同志代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接受陈润儿同志辞去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

案）》的议案

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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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副主任：白尚成 姚爱兴 董 玲 杨玉经 沈 凡 沈左权

委 员：丁卫东 丁 聃 丁 鹤 马云海 马 林 马春杨

马建民 王兆元 王 玮 尤艳茹 左新军 白耀华

朱 赟 刘 京 刘彦宁 刘智谋 刘德军 妥永苍

李 进 李刚军 杨建玲 杨 洪 杨 勇 何建国

沙 新 张存平 张志旗 张苏安 张 廉 周东宁

郎 伟 姚文明 桂福田 贾红邦 顾 洁 高 鹏

郭宏玲 康俊杰 谢俊杰 蒙旺平 撒承贤 冀永强

请 假：王文宇 丁学仁 马利君 陈 刚 罗永红 罗忠诚

赵耐香 冀晓军

20- -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1日补选梁言顺为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 5月 2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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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1日补选张雨浦（回族）为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现予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 5月 2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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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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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会议补选宁夏回族自治区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补选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条 选举工作由大会主席团主持。全

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会议，方可进行大

会选举。

第四条 依照地方组织法关于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补选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候选人

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

等。选举办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规

定，本次会议补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实行等额选举。

第五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由大会主席团提

名，其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

选人必须是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必须是回族。

候选人经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后，提交全体会议

选举。

本次会议选举共印制两种选票，即《宁夏回

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选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选票》。

第六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代

表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

另选他人，也可以弃权。

代表填写选票时，对所列候选人，赞成的，

在其姓名后“赞成”栏空格内画“茵”；反对的，在
其姓名后“反对”栏空格内画“伊”；弃权的，不画
任何符号。投反对票的，可以另选他人；弃权的，

不能另选他人；弃权另选他人的，另选他人无

效。另选他人的，在“另选他人”空格内写上另

选人的姓名，并在其姓名后边的“赞成”栏空格

内画“茵”。另选他人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时，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

条的相关规定。

填写选票必须使用会议配发的专用笔，字

迹要清楚，符号要准确。不得在选票的填写区

涂改，不得在选票的非填写区填画，不得折叠选

票。如有选票填写错误的，代表可以向工作人

员申请更换。投票时必须一张一张地将选票投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选举办法

（圆园圆圆年 缘月 圆园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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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票箱。

本次会议选举采用电子计票系统计票，共

设 5个票箱。电子计票系统发生故障时，则改
为人工计票。

第七条 投票结束后，计票系统统计收回

的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

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由大会主

席团决定，重新投票选举。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席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赞

成票，始得当选。如果候选人未能当选，本次会

议不再另行选举。

第八条 大会设监票人 12人，其中总监票
人 1人。监票人由各代表团从不是候选人的代

表中各推选 2人。总监票人由大会主席团在监
票人中指定。

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经大会主席团讨论

后，提请全体会议举手表决通过。

选举工作人员由大会秘书处指定。

第九条 选举的计票结果由总监票人报告

大会主席团，经大会主席团确认后，向大会宣

读。当选人名单由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宣布。

第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大会主席团

决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全体会议通过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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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主席团会议决定：

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表决各项议案，全体会议采用按表决器方式进

行，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赞成通过。表决时，代

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

权。如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

式表决。

主席团会议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由

主席团全体成员过半数赞成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2022年 5月 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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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59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 聃（回族） 丁 鹤（女，回族） 马三刚（回族） 马云海（回族）

马汉成（回族） 马启智（回族） 马和清（回族） 王文宇

王同广 王 刚 王 建 左 军

石 岱（女） 白尚成（回族） 兰德明（回族） 任启兴

刘 京（女） 刘彦宁 刘智谋 齐同生

李 进（女） 李志达 李金科（满族） 李建华

李 锐（回族） 杨玉经（回族） 杨建玲（女） 杨 洪（回族）

杨 勇（回族） 吴玉才（回族） 何建国（回族） 妥永苍（回族）

沈 凡 沈左权 张存平 张志旗

张 利 陈润儿 陈 雍（满族） 罗忠诚（回族）

金群华（回族） 冼国义（满族） 郎 伟（回族） 项宗西

赵建宏 咸 辉（女，回族） 姚文明 姚爱兴

徐 耀 高 鹏（女） 崔 昆 崔 波

康俊杰 梁言顺 董 玲（女） 谢俊杰（回族）

蒙旺平 雷东生 冀永强

秘书长

白尚成（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 5月 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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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言顺 陈 雍（满族） 白尚成（回族） 石岱（女）

姚爱兴 董 玲（女） 杨玉经（回族） 沈 凡

沈左权 王文宇

召集人：梁言顺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10人）

（圆园圆圆年 缘月 圆园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27-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圆园22援5

王文宇

马金元

马文娟

白 华

杜银杰

周庆华

杨 洪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7人）

（2022年 5月 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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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选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二、补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三、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议程

（2022年 5月 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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