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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 1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

事故向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尼泊尔发生客机

坠毁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代表

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尼泊尔

总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
向 尼 泊 尔 总 统 班 达 里 致 慰 问 电

1月 17日上午，安徽省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安徽大剧院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选举产生安徽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11

人。名单如下（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丁士启 丁德芬（女）丁毅 万宝年 马军 马骏 王冰 王运敏

王启荣 王忠才 王建伟 王绍南 王敏（女） 王清宪 王翠凤（女）

车照启 方诗元 尹同跃 孔涛 古小玉 叶红义 田云鹏 印娟（女）

包信和 宁波 吕卉（女） 朱浩东 庄毓敏（女） 刘玉杰 刘庆峰

刘茜（女） 刘晓华 刘海泉 刘继忠 刘琴（女，回族）

刘惠贞（女） 闫永志 孙学龙 孙勇 杜应流 李必方

李发权 李杨（女） 李锦斌 杨山红（女） 杨广奇

杨苗苗（女） 杨善竑（女） 吴劲 吴春梅（女） 吴家兵

吴梅芳（女） 何树山 何淳宽 余青青（女） 应勇 汪华东

张成伟 张志菊（女） 张志强 张肖 张君毅 张莉（女）

张道宏 张霞（女） 陈大伟 陈小妹（女） 陈安伟

陈军（女） 陈红枫（女） 陈武 陈静（女） 陈影（女） 罗云峰

罗平（女） 金葆康 周金波 周敏（女） 郑栅洁 郑磊 赵皖平

胡晓春 俞书宏 费高云 姚金健 秦凤玉（女） 袁方 袁亮

袁斌 贾亮 钱三雄 钱桂仑 徐晓婵（女） 徐淙祥 郭国平

陶明伦 黄春燕（女） 曹仁贤 梁金辉 彭凤莲（女） 彭寿

韩永生（女） 韩永刚 韩再芬（女） 惠凤莲（女） 景汉朝

程韬（回族） 蔡达峰 潘东旭 潘保春 魏臻

根据法律规定，上述当选代表的代表资格须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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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
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 （3版）

各位代表、同志们：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全体代

表和与会同志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

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是一次衷

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

护”的大会，是一次锐意进取、奋勇争先

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

大会。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对党和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建

言献策，交上了满意答卷。会议审议通

过各项报告，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凝聚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反映了全省

人民的意愿。在此，向全体代表和全省

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会议依法完成各

项选举任务，展现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会议举行宪法宣誓活动，表达

了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恪守宪法的政治

自觉。大会的圆满成功，必将极大地鼓

舞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总书记、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

我的重托，也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

信任。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自觉接受

监督，忠诚履职、勤勉工作，同全体代表

和全省人民一起，共同把安徽各项事业

推上一个新台阶。会议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委

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依法通过了省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大家要牢记誓

言、依法履职、勤政廉政，以实干实绩不

负组织重托和人民期待。会议选举产

生了我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希望大家认真履行法定职

责，更多发出安徽好声音、展现安徽好

形象。 （下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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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选举产生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共 70人。

主任：
郑栅洁

副主任：
陶明伦 何树山 王翠凤（女） 杨光荣 刘明波（蒙古族）

韩军 魏晓明

秘书长：
白金明（满族）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飞 王丹红（女） 王成军 王春 王俊峰 孔祥喜 叶露中

史涤云 史翔 朱春旭 刘苹（女） 刘锋 李行进 李杰实 杨如意

吴椒军 吴斌 余敏辉 辛生 汪利民 张天培 张文轩（女）

张冬云 张纯和 张良 张欣（女） 张箭 陆峰 陈冰冰 陈明生

陈爱军（女） 陈韶光 林海 周小荔（女） 赵馨群（女） 姜红（女）

姜明 洪艳群 洪静芳（女） 姚允辉 袁华（女） 夏小飞

夏月星（女） 徐义流 徐发成 徐家萍（女） 徐铜文 郭本纯

郭再忠 诸文军 黄玉明 黄晓求 董桂文 程中才 路顺 雍成瀚

蔡敬民 樊勇 潘法律 穆可发（回族） 戴敏（女）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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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选举产生安徽省人

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省长：
王清宪

副省长：
费 高 云 张 红 文

张曙光 钱三雄

任 清 华（女 ，土 家 族）

单向前 孙勇

现予公告。

安徽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 年 1月 17日

本报讯（记者 范孝东 朱胜利 李明杰）1 月 17 日上午，安

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

议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会议应到代表 734 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代表 723 人，

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郑栅洁、王清宪、程丽华、丁向群、费高

云、郭强、张红文、陶明伦、张祥安、李中、丁纯、方正、凌云、陈

冰冰、李行进、王飞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程丽华主持大会。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法选举产生了安徽省出席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11 名，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

人蔡达峰同志当选。

大会选举郑栅洁为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陶明伦、何树山、王翠凤、杨光荣、刘明波、韩军、魏晓明为

副主任，白金明为秘书长；选举王清宪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费

高云、张红文、张曙光、钱三雄、任清华、单向前、孙勇为副省长；选

举刘海泉为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田云鹏为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选举陈武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大会选举王飞等 61 位同志为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当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新当选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省人民政府

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集体向

宪法宣誓。郑栅洁领誓。参加宣誓的 19位同志庄严宣誓：忠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随后，大会表决通过了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计划的决

议、关于安徽省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的决议、

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郑栅洁在闭幕会上讲话（讲

话全文另发）。郑栅洁说，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全体代

表和与会同志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

幕。这是一次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

大会，是一次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团

结奋斗的大会。

郑栅洁指出，会议审议通过各项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凝聚了全体代表

的智慧，反映了全省人民的意愿。会议依法完成各项选举任

务，展现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也是

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自觉接

受监督，忠诚履职、勤勉工作，同全体代表和全省人民一起，共

同把安徽各项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 （下转 4版）

紧跟总书记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我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1名，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蔡达峰同志当选

郑栅洁当选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并发表讲话，陶明伦、何树山、王翠凤、杨光荣、刘明波、
韩军、魏晓明当选副主任，白金明当选秘书长；王清宪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费高云、张红文、张曙光、
钱三雄、任清华、单向前、孙勇当选副省长；刘海泉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田云鹏当选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陈武当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大会选举61位同志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六项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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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栅洁
省人民政府省长 王清宪

（简历见 5版） （简历见 5版）

1 月 17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郑栅洁在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