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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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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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定，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由各设区

的市、驻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

共计 734 名。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提交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确认 734 名代表的资格

有效。现将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

公布。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 年 1月 10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九号

一、合肥市（72名）

于振中 王书武 王冬梅（女） 王育才 王浩波（蒙古族）

王越（女） 王新华 方华（女） 田素平（女） 田峰 朱雪松

刘峰 许丽芳（女） 杜震 李长娟（女） 李宁 李仲云（女）

李 全 李 孝 鸿 李 芳（女） 李 宾 杨 玉 华（女） 杨 森

吴华峰 吴向东 何志奇 何轶鸥（女） 余三元 汪卫东

汪功胜 沈思英（女） 完伟伟（满族） 完颜旭辉（满族）

宋云涛 宋道军 张文艳（女） 张好启（女） 张杨 张欣（女）

张宝顺 张箭 陈华 周天斌 郑 栅 洁 郑 晓 静（ 女 ）

宗洪博 项兴初 胡晓非 柏一丹（女，回族） 段婷婷（女）

姚和平 袁宏永 夏力 钱国生 徐孟娇（女） 徐凌云

徐培 陶悦群 黄维群 黄琼花（女） 葛建荣（女） 葛斌

董宁 董慧（女） 韩东成 程世府 程雪涛 鲁俊 童友好

虞爱华 鲍瑾（女） 蔡敬民

二、淮北市（33名）

王艳丽（女） 方宗泽 任 清 华（女 ，土 家 族） 刘 永 刚

刘 红丽（女） 刘跃东 刘超 刘雷锋 孙方 李红（女）

李 杰 实 李 娟（女） 李 朝 晖 杨 安 国 杨 林 余 敏 辉

张光庆 张秀华（女） 张纯和 陈 超 金 更 华 郑 玉 建

房江 练新英（女） 姜皊（女） 费高云 徐钦祥 徐铜文

黄显良 覃卫国（壮族） 谢琳（女） 翟培敏（女）

魏晓明

三、亳州市（53名）

王玉玺 王亚楠 王丽（女） 方海鹏 孔祥永 付红伟（女）

刘 开 健 刘 兴 德 刘 国 英（女 ，蒙 古 族） 刘 玲（女）

孙伟亮（女） 孙琪旺 杜延安 李红光 李明

李素芳（女） 李素亮（回族） 李涛 李燕（女） 杨欢（女）

沈晓燕（女） 张大艳（女，回族） 张吉明 张孝飞 张杰华

张建付 张毅 陈芳清（女） 陈秀会 陈武 陈显锋（回族）

陈雅雯（女） 邵芳（女） 周霄 郑广印 茹金国 查文彪

郜红建 洪松岩（女，回族） 宫彤林 袁丽娟（女）

徐艳（女） 高亚飞 曹振萍（女，回族） 隋金花（女）

董思记 韩青（女） 韩波 韩实 焦瑞 谢广祥

戴敏（女） 魏红波

四、宿州市（58名）

马端运 王平信 王 兰（女） 王 汝 娜（女） 王 娅（女）

王董 方少杰（女） 田恒杰 白国友（回族） 朱叶 朱洪甫

朱斌 朱新华 庄小林 许兴海 孙会敏 李传军

李英（女） 李洁玲（女） 杨军 杨松涛 张仲君 张胜利

张敬山 张黎（女） 陈欢 陈波 武志强（回族） 范增超

欧阳冰清（女） 岳喜环（女） 金共方 赵松岩（女）

赵琳（女） 侯翠珍（女） 姜红（女） 姜明 秦晓明 耿兴旺

耿震 贾少军 钱三雄 徐义流 徐光学 徐莉（女）

黄爱英（女） 黄清田 曹峰 常先荣（女） 寇玉林

蒋晓 韩爱华 程波 谢双磊 路强 潘成森 薛勇

魏三强

五、蚌埠市（40名）

马天奇 王庆武 王建国 王剑平（女） 王悦（女，满族）

王翠凤（女） 文云东 田云鹏 史涤云 刘冬顺 关于

江玉付 孙玥（女） 花友礼（回族） 李云政 李丹（女）

杨洋（女） 杨梅（女） 余向东 张红卫 张德国 陈丙根

陈莲芳（女） 陈登宇 陈新华（女） 陈韶光 孟凡豹

项跃文 赵其瑞 郝红亮 胡志强 柯丹丹（女） 姜波

倪建胜 黄晓武 葛锐 董桂文 程士先（女） 程小通

樊勇

六、阜阳市（80名）

丁凯 于伟 于雅雯（女） 凡殿才 马具广 王长贵

王凤（女，回族） 王占奇 王同盈 王春 韦东（女）

牛敏（女） 孔小双（女） 邓永新 田彬 冯前名 吕彬

朱亮 刘万和 刘方维（女） 刘丽（女） 刘承斌 刘峰

刘铭 刘翠兰（女） 刘磊 刘影（女） 关丽（女） 江利国

祁畅 孙正东 杜平 杜立恒（女） 李义巧（女，回族）

李明 李树军（满族） 李淮彪 杨永杰 杨洪洲

杨碧明（女） 杨增玲（女，回族） 吴国庆 何秀侠（女）

宋丽华（女） 张冬云 张邦辉 张洪洋 张晓东 张斌

张韵声 陈学高 陈建华 陈靖（女） 范创 周晓蕾（女）

赵国庆 赵群 郝云波 郝正旺 胡天立 胡军 胡明莹

姚宾涵 耿蕊（女，回族） 徐靖宇（女） 高丽（女） 高思杰

黄晓芳（女） 黄晓求 曹涛 笪乘胜 鹿广振 章绍伟

葛翔 韩陆 锁仁兵（回族） 程晓醒（女） 潘俊海

薛玲（女） 穆可发（回族）

七、淮南市（42名）

马晓源 王世森 王成军 王志 王明 王佩磊

王奎珍（女） 王瑞（女） 文继兵 孔祥喜 卢浙安

冉美（女） 白金明（满族） 冯军芳（女） 朱蕾（女，回族）

任泽锋 刘江 孙良鸿 孙明霞（女） 把宗胜（回族）

李波 李家保 张兵 张贤 张晓静（女） 张雯（女）

张曙光 陈正艳（女，回族） 陈伟巍（女） 陈儒江 武建福

周晞桥 庞士宝（回族） 胡学山 施华彪 夏维奇

徐怀彪 陶永芹（女，回族） 陶明伦 戚士胜 董标

熊寿宏

八、滁州市（47名）

马梅梅（女，回族） 王忠 王图强 王俊卿 王萌萌（女）

方怀成 方敏（女） 吕磊 朱春旭 乔清芬（女） 任乃俊

刘良 许继伟 孙军 孙学刚 孙娇娇（女） 杜永冰（回族）

杨乐 杨军 吴义海 沈强 张天培 张华燕（女） 张红文

张利 张建昌 张涛 张银花（女） 陆峰 林海

金力（女） 周祥 周福红 赵建兵 赵馨群（女）

柏培松（回族） 施卫东 姚艮平（女） 唐元兵 唐雨

陶金萍（女） 黄然 程夕兵 焦艳（女） 蔡镕骏

熊传红（女） 潘法律

九、六安市（53名）

丁俊 于军（女） 王国蕊（女） 王朝云 方配秀（女）

邓业九 叶露中 付新安 吕勇 朱宏 江茜（女）

汤翠琳（女） 杜方平 李行进 李丽丽（女） 李敏（女）

李煜 杨光荣 杨传伟 杨应海（回族） 时争秒 汪冬

汪玲（女） 张守锐 张秀萍（女） 张良明（女，回族）

陈先志 陈爱军（女） 昌春海 金其华 周晓琴（女）

周益宏 赵珞 胡建远 袁勇杰 耿鹏 倪永培 徐家萍（女）

翁世兵 高兰（女） 高俊生 郭再忠 陶利（女） 黄振东

梁欢欢 彭灵灵（女） 董永来 程大春 程丽华（女）

程茂基 熊永松 潘家东 霍绍斌

十、马鞍山市（30名）

万剑平 毛展宏 刘霞（女） 许传华 李连奇 吴琳（女）

吴椒军 何树山 余密欧（女） 沈素琍（女） 张文轩（女）

张叶斌 张岳峰 陈学东 周小荔（女） 周冰一（女）

周涛 赵静茹（女） 胡芳忠 俞海云 栗亮（壮族）

钱沙泉 郭本纯 郭强 唐苏豪 陶海玉（女） 陶福菊（女）

曹永忠 窦念华 蔡勋

十一、芜湖市（40名）

丁祖荣 马甜甜（女） 王文 王旭联 邓清东

冯志君（女） 匡健 刘苹（女） 李荣群 李锦斌 杨帆

杨安娜（女，蒙古族） 杨军 吴玮（女） 吴贤化（女）

吴祚麓 张东 张庆亮 张春林 陈冰冰 陈娟娟（女）

陈源源（女） 林丙来 单向前 侯红旗 姜纯 洪雨宁

袁玉翠（女） 贾文友 倪海波 徐本盛 唐良智

唐晓伟（女） 黄宁（女） 彭家媛（女） 程太平 程中才

游玮 强健 阚艳

十二、宣城市（33名）

王丹红（女） 王宏（女） 王珏（回族） 甘桐文（女）

吕永春 朱立军 朱浩（女） 刘海泉 汤三叶（女） 杜玉山

杜忠心（女） 李中 杨青凤（女） 肖阳 邱勤勤（女）

汪志勤（女） 宋国权 陈北春 陈春凤（女） 周其红

周耀 俞志刚 施立波（女） 祖朝娟（女） 倪志品 徐宁

徐智明 黄玉明 蓝红英（女，畲族） 雷忠平 詹娅（女）

操龙灿 戴文祥

十三、铜陵市（26名）

丁纯 王丽娟（女） 王俊峰 方慧娟（女） 叶敏君 史翔

朱桂玲（女） 刘明波（蒙古族） 许花云（女） 汪利民

张梦生 陈春霞（女） 邵惠国 周义超 周红（女）

郑东平 洪建春 姚贵平 钱小娟（女） 徐玮玮（女）

唐传芝（女） 曹林生 龚华东 崔应文 储松潮 路顺

十四、池州市（26名）

丁向群（女） 尤跃武（女） 方正 方操胜 田红（女）

朱玉荣 刘俊 刘鹰 孙千慧（女） 杨玉辉（女） 杨桂（女）

吴宏斌 吴满霞（女） 辛生 张勇 陈明生 金庆丰

洪艳群 洪静芳（女） 钱松 徐发成 曹孙根 韩军

释慧庆 童志礼 靳武

十五、安庆市（51名）

丁满华（女） 马健（回族） 王飞 王国林 王清宪 甘启斌

占晓英（女） 叶娜（女） 朱国峰 刘存磊 刘建 刘涛（女）

刘琳（女） 江东 许晓峰 李木林 李金泉 杨亮亮

吴冬青（女） 吴伍兵 吴松青 吴建雄 吴美莲（女）

吴海宏（女） 吴婷（女） 吴曙 何庆云（女） 何花（女）

何斌 汪世平 汪学中 张洪瑜 张祥安 陈长斌

陈凤莲（女） 陈宏（女） 陈金涛 金玉 周东明 周胜军

胡亚飞 胡治权 姚方义 姚美姣（女） 耿延强 夏小飞

夏月星（女） 崔爱国 舒柱兵 鲍挺 潘秀兰（女）

十六、黄山市（26名）

方秀全 叶建强 刘建哲 孙立志 李培生 杨如意

肖善武 吴斌 汪玉顺 汪育红（女） 沈强 张西明

张良 张明 陈光俊 纵兆荣（女，回族） 胡玉珍（女）

姜红（女） 洪建华 袁华（女） 徐明 凌云（女） 诸文军

程寄县 焦贵宝 雍成瀚

十七、驻皖部队（24名）

马荣俊 王达林 王贵胜 王洪元 甘业元 权志忠

刘锋 贡建 苏小林 杨军 吴培清 邹建华 张永平

罗有军 金中华 周生华 项修阳 姚允辉 钱远喜

徐业胜 龚辉 楼灿礼 蔡宏伟 魏筱春

安徽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734名）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37名）

王焰 孔晓宏 刘大群 刘亚东 汤涌 许广斌 孙云飞

孙正东 李必方 李志伟 杨森 吴桂林 吴爱国 何军

汪建中 张永 张峰 张岳峰 张夏林 张海阁 张祥安

陈昌虎 陈晓燕（女） 陈家本 罗建国 周喜安 郑宏

钟俊杰 钱界殊 唐良智 陶方启 章义 章松

韩冰（合肥） 路海燕（女） 蔡宜骅 潘朝晖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安徽省委员会（27名）

丁百静（女） 马传喜 王成 王亮（彝族） 王安义 王时银

王晓焱（女） 朱先明 刘向国 江卓琪（女） 苏虹

李云英（女） 杨莲娜（女） 汪海洋 沈昕（女） 金小腊

周景飞 郑晓艳（女） 孟枫平（女） 赵恩来

哈达嫣（女，回族） 夏豪杰 徐阿曼 陶颖（女） 程秋月（女）

谢海涛 檀结庆

中国民主同盟安徽省委员会（32名）

王亦众 王丽丹（女） 王辅之 毛以成 司敏（女）

朱平（女） 朱谦 江海 杜传来 李红（女，阜阳） 李明

杨学志 吴秀龙 吴明楣 宋礼 张雷 张玉峰 张龙娃

张焕明 陆峰 陈英（女） 陈叶纪 周洪 郑啸 郑永飞

胡昂（女） 侯宇虹（女） 洪维助 倪怀玮 徐荣华 唐永刚

喻荣虎

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徽省委员会（23名）

王芳（女，民建） 王友贵 方颖（女） 朱菊云（女） 安超

杜春花（女） 李霞（女） 李长忠 李长春 杨春杰 吴东斌

张进 张箐（女） 张传林 陆晓华（女） 周小红（女）

周方勤 孟广实 徐亚平 徐伟红（女） 黄家杰 章兵

梁修存

中国民主促进会安徽省委员会（23名）

万国庆 王务兵 王容川 朱卫东 刘添才 纪敏（女）

李丰 李世平（女） 李和平 杨泽胜 吴开义 吴永龙

吴寒飞 宋静（女） 张天舒（淮南） 张莉莉（女）

卓龙华 赵明（女） 柳青扬（女） 徐国盛 黄保锁

程平（女） 潘连宇

中国农工民主党安徽省委员会（28名）

王华 王永红 方浩徽 尹刚 孔振 闪旭（女，回族）

毕普民 朱满洲 刘乃安 刘秀云（女） 刘育红（女，蒙古族）

汤金美（女） 孙永红（女） 杨金龙 吴振亚 陈春霞（女）

陈瑞文 范西真 周华斌 胡刚 查镜波（女） 黄珍（女）

黄敏（女） 龚艳玲（女） 章欣荣（女） 董众兵 阚显照

戴夫

中国致公党安徽省委员会（19名）

马杰（女） 王晓斌 李晨婕（女，回族） 杨林秀（女）

吴瑞卿（女） 何懿（女） 陆晞（女） 陈熙（女）

周虹屏（女） 段丽琼（女） 洪祖根 姚玉友 秦煦（女）

陶仪声（女） 黄昕（女） 曹霞（女） 崔执凤 董哲

阚青鹤（女）

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24名）

王芳（女，九三学社） 尤计富 卢剑伟 宁宇南 宁建斌

刘庆运 许笑慧（女） 李兵（九三学社） 杨传友 吴强

吴灵强 何庆瑞 沈飊 张国芳 陆朝阳 陈忠卫 陈忠新

武新玮 范立新 袁传省 程玉梅（女） 鲍炎红

圣国 潘建伟

无党派人士（20名）

于伟（女） 王青松 王晓辉 占建波 叶常林 付和平

刘世勇 刘会秋 吴文革 吴兴旺 余勇 罗宏 金文

郑磊 洪宗元 聂保国 高潮 高宗宏 陶晓海 曹国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省委员会和
安徽省青年联合会（20名）

王耀莹 计京旺 朱召京 朱威澔 刘杨波（女） 李波

杨磊 杨俊光 吴昊（回族） 汪海 张瑞祺（女） 张鹏杰

周璇（女） 项与秋 耿春亚 桂子（女） 徐甲甲 黄文健

程磊 潘斌

安徽省总工会（25名）

丁庆领 丁爱国 王晓慧（女） 王满平 叶立新 田学起

刘颖（女） 刘支宇 江平 许鑫 阮怀楼 孙峻 杨善斌

宋红伟 张剑 张华伟 张志冰 张德进 陈旭琳 周东红

夏丽丽（女） 徐晖 徐磊 韩冰（驻皖单位） 冀福孝

安徽省妇女联合会（25名）

王艳（女） 王冬梅（女，回族） 王承华（女，满族）

王姝文（女） 华青梅（女） 庄玲玲（女） 刘雪雁（女）

许丽萍（女） 李友菊（女） 李素文（女） 李雪莲（女）

吴珊珊（女） 何丽娜（女） 汪嵘（女） 汪惠丽（女）

张倩（女） 张士云（女） 陈晓红（女） 林清（女） 顾宏（女）

徐卫（女） 高群（女） 葛德军（女） 董海丽（女） 蒋晓华（女）

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32名）

王磊（省直） 王和新 朱圣杰 朱前定 伍志伟 刘江华

刘明平 孙四平 杜本硕 李俊波 杨林 吴成月 吴国成

余竹云 张健（阜阳） 陈齐 陈广明（女，壮族）

陈昭敏（回族） 邵迪（女） 周伊凡（女） 赵艳（女） 胡守斌

胡春华 姚亚妹（女） 贺应旭 聂磊 高晓谋 程景梁

储昭节 臧牧 缪学刚 薛颖（女）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21名）

王洵 王国武 王秋良 卞凯民 孙强 李锐 汪茂东

汪姜峰 陈华 陈林（合肥） 金春龙 郑伟 胡煜（安庆）

洪爱敏（女） 夏云兴 徐善水 郭剑（侗族） 康鹏

蒋学鑫 蔡英传 潘荣观

安徽省台湾同胞联谊会（8名）

王阳（女） 王宇靖（女） 叶成莹（女） 刘忠 陈耿

陈寅莹（女） 林敏 郝胜艳（女）

安徽省归国华侨联合会（9名）

马晓燕（女，回族） 朱国萍（女） 庄华琳 刘健 吴志斌

郑亚乐（女） 黄皞 韩军（回族） 褚家如

文化艺术界（22名）

丁寺钟 王李霞（女） 方中传 石柱 田文 田雅丽（女）

史培刚 刘芳（女，铜陵） 杜铭 李丛芹（女） 何云（女）

何颖（女） 陈林（高校） 陈飞翔 陈昌文 周升慧（女）

姚多正 黄凤霞（女） 程炳杰 樊嘉禄 潘昱竹（女）

魏瑜遥（女）

科学技术界（38名）

王兵（土家族） 王哲 王梅（女） 王永军 王佳传 王浩伟

毛海波 冯光耀 光超 朱祖勍 刘小勤（女） 刘建国

许广彬 孙豳（女） 孙松儿 杨潘（女） 吴劲松 汪毓明

张天舒（合肥） 张友国 张迎年（女） 张建军 范进

范志超 林汉威 金磬 周海波 赵强 胡煜（合肥）

俞君英（女） 徐成然 徐晓华 姬可理 曹洁（女）

盛江峰 彭友 董金刚 蒋曦

社会科学界（16名）

丁伯明 丁忠明 王先俊 叶润清 江竞竞 李兵（中共）

杨国才 张慧芳（女） 林斐（女） 郑文年（女） 赵飞

胡艳军（女） 洪永平 徐志仓 郭伟 曾凡银

经济界（40名）

丁晓辉 卜东升 于静波（女，满族） 王召远 牛弩韬

方旭 卢立新 冯笑（满族） 冯克金 朱诚 朱浴龙 严琛

李军（安庆） 杨少华 吴良斯 何毅 何昌顺 谷剑锋

邹致师 张健（驻皖单位） 张国元 张朝阳（回族） 陈翔

林巨广 林倩欣（女） 周家龙 郑东涛 项小龙 洪苗（女）

袁传发 徐强（土家族） 徐雄飞 涂映容（女） 黄林沐

梅霜 曹杰 章宏韬 韩东亚（回族） 韩永生（女） 喻东

农业界（22名）

王昶 卢仕仁 宁井铭 江刘伍 汤洋 许光友 孙安静

李红（女，高校） 李金才 张军 张本友 张孝成（驻皖单位）

张海林 陈飞 荀旭 胡建军 查长礼 黄然 龚传胜

韩仁长 韩亚超 储今胜

教育界（37名）

王志 王文年 方泉（女） 方臻 方春龙 朱红军 刘雨

刘素梅（女） 江中雯 汤涛 许勇 李庆宏 李艳午 吴东

吴红斌 汪扬 汪小飞 汪传雷 张世宏 张立祥 陈刚

陈发来 陈国龙 周可金 周典静（女） 赵振华 荀守奎

胡朝荣 袁维海 徐成钢 接标 盛良全 董雨 蒋信伟

程刚 訾斌 魏亦军（回族）

体育界（12名）

邓琳琳（女） 田希伟 苏文芳（女） 李军（省直） 陆勤 陈剑虹

金红祥 周世华 唐科（女，满族） 黄显荣 菅青 章笑来

新闻出版界（9名）

刘菁（女） 吴焰（女，侗族） 吴文胜 陈烨 范荣晖 金涛

秦金根 常河 梁睿

医药卫生界（36名）

丰志培 王珩（女） 王琦 王雪松（女） 方敏 尹正龙

朱小龙 刘文艳 刘同柱 孙娟（女） 李小羿 李玉云（女）

李传润 邹杰 沈玉先（女） 张旭 张野 张志宏 陈智勇

周运锋 周荣生（女） 郑书国 俞年军 姜晓东

姚淮芳（女） 高世毅 高自清 陶黎明 黄义泽 黄立恺

章尧 喻德富 程岗 焦伟 谢瑞瑾 熊伟

对外友好界（6名）

华子锋 刘文君（女） 吴向明（满族） 陈恒镔

高美燕（女） 黄兰茜（女）

环境资源界（15名）

王磊（高校） 牛向阳 闫峻 杨杰 杨美蓉（女） 张肖

张孝成（省直） 段文松 姚本伦 姚华建 袁兆杰

曹哨兵 龚乃勤 詹茂华 潘国林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16名）

王炜（女） 付林（女） 朱观明 李明珠 杨宏星 张青

陈则权 林志诚 金维加 孟德庆 春梅（女） 施明川

耿学梅（女） 徐建 谭伟 魏志山

少数民族界（15名）

王宏霞（女，回族） 户伟（回族） 邓辉林（女，土家族）

白亮（回族） 白和平（回族）

地拉瓦尔·阿布力克木（女，维吾尔族） 李家喜（回族）

张艳（女，回族） 陈晓强（回族） 孟健（回族）

钟晓晋（畲族） 常永艳（女，蒙古族） 彭清清（女，土家族）

董银梅（女，回族） 穆聪贵（回族）

宗教界（14名）

马庆山（回族） 白祥化（回族） 刘新红 李福 张静武

陈田元 胡小树 姜根深 释天通 释圆藏 释道源

释慧光 詹和平 薛连喜

特别邀请人士（68名）

丁芙蓉（女） 万瑞健 马艾青 王冲 王传增 王志彬

王忠华 王浩宇（女） 王章来 牛传勇 叶晓明 史孺牛

冯奕 朱艾勇 朱学文 伍洲文 华克思 后名文

刘芳（女，马鞍山） 刘泉（回族） 刘天卓 关传兵

许晨（女） 许德宏 孙东海 孙新占 李纯 李斌

李冰凌 何永勇 何宏祥 谷开鸿 辛建民 张伟（女）

张战 张东明 张亚宾 张启明 张俊杰（女） 张晓静（女）

张效武 陆友勤 陈勋 陈岩松（满族） 陈晓波 欧冬林

罗曙生 周旭 周光斌 郑超 郑训练 赵广 赵恩秀（女）

胡雯（女） 胡启书 胡启望 查显双 段文伟 姚力

聂爱国 顾汕竹（女） 顾秀平（女） 柴新民 徐雄 徐小俊

徐金良 黄志祥 程小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安徽省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739名，分界别以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