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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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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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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选举法》）等法律，结合省人民代表大
会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
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务，对
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遵循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
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保证宪法、法
律和行政法规在本省的实施。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实行
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集体行使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一般于第一季度
举行。会议召开的日期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予以公布。

遇有特殊情况，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
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
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其授权的

主任会议可以另行决定，并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
可以临时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
的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
前，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提出会议议程草案；
（二）提出主席团和大会秘书长名

单草案；
（三）决定列席人员名单；
（四）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一般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
行的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
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并将准
备提请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发
给代表。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可以组织
代表研读讨论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
征求代表的意见，并通报会议拟讨论
的主要事项的有关情况。

临时召集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前，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
表团，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团团
长、副团长。团长召集并主持代表团
全体会议。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代表团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
代表小组会议推选小组召集人。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前，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
和大会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和关于
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持。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各代表团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和大会秘书长
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
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可以对

主席团和大会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
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提出调整意见，提请预备会议审议。

第十三条 主席团主持省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

主席团的决定，由主席团全体成
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四条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推选主
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
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大会副秘书长的人选；
（二）会议日程；
（三）会议期间代表提出议案的截

止时间；
（四）其他需要由主席团第一次会

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五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

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或者主任委托的副主任召集并主
持；如果主任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由
一位主席团成员召集并主持。会议推
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后，由主席团常务
主席主持。

第十六条 代表团审议议案和
有关报告，由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
组会议审议。

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议案、质询
案、罢免案，由代表团全体代表的过半
数通过。

第十七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
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案和有
关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
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
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就重大的专
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
表进行讨论。省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汇报情况，回答问
题。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当向主
席团报告。

第十八条 主席团可以召开大

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
有关报告发表意见。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由大会秘书长
一人和大会副秘书长若干人组成，下
设若干工作机构。

秘书处在大会秘书长领导下，办
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议的日
常事务。大会副秘书长协助大会秘书
长工作。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应当出席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
原因不能出席的，会议举行之前应当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请
假；会议期间应当向秘书处书面请假，
报大会秘书长批准；秘书处应当向主
席团报告代表出席会议的情况和缺席
的原因。

代表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
两次不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应当勤勉尽责，认真审议各
项议案和报告，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组成
人员和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
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
关、团体的负责人等，经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省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

列席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会议纪
律，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列席
的，应当按照大会要求请假。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公开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日程
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
在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上审议
各项议案和报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
发会议。会议简报可以为纸质版，也
可以为电子版。

大会全体会议可以设旁听席。旁

听办法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
秘书处可以组织代表和有关部

门、单位负责人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代表团可以组织本代表团代表接受新
闻媒体采访。

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进行公开报道。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举行秘密会议。
举行秘密会议，经主席团征求各代表
团的意见后，由有各代表团团长参加
的主席团会议决定。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议日程，提
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各代表团应当按照会议日程进行
审议。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会议文
件资料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
为代表履职和有关部门听取代表审议
意见提供便利和服务。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
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可以向省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
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省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
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
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
会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
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省人民代表
大会提出的议案，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并提出处理意见后，由秘书处负责议案
工作的工作机构汇总并形成报告，经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审议后，提请主
席团会议审议，并将主席团通过的关
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印发会议。

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可以在省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提出。

第二十八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提案人和有关省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有关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
议案，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
案的说明。议案由各代表团进行审
议，主席团可以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
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议
案和有关报告，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时
候，可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
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专门委员会可以决定举行秘密
会议。

第三十一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
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
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
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二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
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
会议决定，可以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并报省人民代
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或者提请省人民
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三十三条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
提出的议案，经主席团决定不列入本次
会议议程的，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在省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后审议。有关专门委
员会进行审议后，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经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印发
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第三十四条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
提出的议案，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
理的，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依照《辽宁省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
例》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案的
提出和审议，依照《辽宁省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有关规
定执行。

第四章 审议工作报
告、审查计划和预算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
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
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
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下转第五版）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1990年3月11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9年2月7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 2023年1月16日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已由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6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六号）

一、法制委员会(10人)
主任委员 林志敏
副主任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下同）
邓 妍（女） 刘 骋 李满春
杨 松（女） 崔文珠（朝鲜族）
委 员（按姓名笔画排列，下同）
王晓志（蒙古族） 刘成友 杨兴权 戚百卓

二、监察和司法委员会(13人)
主任委员 马 方
副主任委员 卢秉宇（满族）
周宝华（女） 咸金奎 郭 辉
委 员 李 强 张庆年 张薇（女，满族）
郑广文（满族）赵莹（女） 姜妍（女，满族）
徐 冰（女） 蒋中平

三、财政经济委员会(11人)
主任委员 赵爱军
副主任委员 王海鹰 陈 勇
段君明 魏芳青（女）
委 员 冉 华（土家族）
吴迎春（朝鲜族） 张远霞（女）
贺蕊莉（女） 奚继兴 董 宇

四、农业与农村委员会(15人)
主任委员 陈 健

副主任委员 王一兵 汤方栋
张东峰 潘东波
委 员 丁 杰（女） 王金梁
王 猛 申桂艳（女，满族）毕存仁
朱 娜（女，满族）刘国英（女）
沈国威（满族） 张远渤（蒙古族）
高宪良
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 王凤波
副主任委员 王慎十 孙文东
张克宇 侯慧明 曾晓非（女）
委 员 毛志远 吕晓东（女）
孙思予 武少杰 赵彦志
赵海千（女，满族）贾 咏（女，满族）
颜佳琪（女，满族）

六、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14人)
主任委员 徐 岩
副主任委员 刘志伟 许 威（女）
宋彦麟（满族） 张兴奎
委 员 于丽艳（女） 王国林
史爱军 李江涛（满族） 李展超
吴 琼（女，蒙古族） 宋宝燕（女，满族）
张 杨（女） 韩春艳（女）

七、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15人)
主任委员 刘兴伟
副主任委员 牟维勇 张震 赵国利 董峰
委 员 王卫星（满族）邓立康 刘岗
李者（女） 李帼昌（女） 邵连友 赵雷
侯鸿章 郭明聪（女） 董 婧（女）

八、人事选举委员会(9人)
主任委员 赵建华
副主任委员 吕凤军（满族）
李建平（女） 张宝东（满族） 翟文豹
委 员 王天伟 李忠臣 吴春英（女）
冷维杰（女）

九、社会建设委员会(12人)
主任委员 于言良
副主任委员 张秀坤（女）
陈良民 林国军 岳 君（女）
委 员 刘 征 李 巍 吴联合
张 鹏（女） 胡静琴（女） 贺佳辉 程利国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6日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通过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共 113 人：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编辑：吴世勇 视觉设计：许 科 校对：冰 晶

要闻
YAOWEN

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03

丁薛祥 于东霞（女） 马长辉（满族）
马 英（女） 王心宇
王艾竹（女，满族） 王向明 王 军
王红梅（女，蒙古族） 王志贤
王志强 王秀英（女） 王启尧
王忠昆 王 晖（女） 王 健
王 悦（女，回族） 王 颖（女）
巴 放 史洪斌 付喜国
白 英（女） 邢 鹏 毕春光（满族）
吕志成 任勇强 庄 艳（女）
刘 宏（女） 刘宏志
刘宏艳（女，蒙古族） 刘奇凡
刘修文 刘桂梅（女，满族） 刘铭杰
刘 智 孙元华（女，朝鲜族） 孙东明
孙思予 孙素云（女）
杜俊青（女，蒙古族） 李文飙
李乐成 李 驰（回族） 李声能
李贵合 李晓霞（女） 李紫微（女）
李鹏宇 杨关林（锡伯族） 杨 赤
杨学明 杨晓超 杨 彬
吴世民（满族）

何志勇 佟 亮 余淼杰
张立林（土家族） 张亚梅（女） 张 进
张连义 张 艳（女，满族）
张晓文（女） 张德斌 陈向群
陈绍旺 欧阳昌琼
周大勇 周鹏举 郑 青（女）
官启军（女，满族） 赵明枝（女，满族）
郝建军（满族） 郝 鹏
胡德芳 侯建国 姜小林 姜凯丽（女）
姚华明 翁杰明 高 键
高 鑫 郭庆莉（女，满族）
唐立新 盛秀玲（女，满族）鹿新弟
董天仁 韩学柱 韩秋香（女，满族）
谢卫东 谢经荣 管 旭（女）
谭成旭 潘 爽（女）

上述代表的代表资格，待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6日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6日选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94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上接第一版）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61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言良 马 方 王一兵 王凤波 王 刚 王海东（蒙古族） 王海鹰 王慎十 毛志远
邓 妍（女） 邓泉国 卢秉宇（满族） 史爱军 曲福丛 吕凤军（满族） 刘兴伟
刘志伟 刘 征 刘 骋 农 涛（壮族） 孙思予 牟维勇 李卫民 李建平（女）
李展超 李满春 李 巍 余淼杰 张兴奎 张克宇 张秀坤（女） 张 鸣
张 鹏（女） 张 震 陈军栋 陈良民 陈 勇 陈 健 林志敏 林国军 赵建华
赵彦志 赵爱军 咸金奎 段君明 侯慧明 姜 立 姜 妍（女，满族） 徐 岩 高崇生
郭 辉 唐立新 唐如海 崔胜权（朝鲜族） 董 峰 董 理（女） 蒋中平 程利国
曾晓非（女） 潘东波 魏红江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1月16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一、决定任命冯守权为辽宁省人民政
府秘书长；

二、决定任命李鹏宇为辽宁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

三、决定任命王庆东为辽宁省教育厅
厅长；

四、决定任命蔡睿为辽宁省科学技术
厅厅长；

五、决定任命胡异冲为辽宁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厅长；

六、决定任命王桂芬为辽宁省民族和
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七、决定任命郑艺为辽宁省公安厅
厅长；

八、决定任命周强为辽宁省民政厅
厅长；

九、决定任命吴言军为辽宁省司法厅
厅长；

十、决定任命姜小林为辽宁省财政厅
厅长；

十一、决定任命李安财为辽宁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十二、决定任命王宗林为辽宁省自然
资源厅厅长；

十三、决定任命孙鹏轩为辽宁省生态
环境厅厅长；

十四、决定任命魏举峰为辽宁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十五、决定任命冯万斌为辽宁省交通
运输厅厅长；

十六、决定任命冯东昕为辽宁省水利
厅厅长；

十七、决定任命朱文波为辽宁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

十八、决定任命潘爽为辽宁省商务厅
厅长；

十九、决定任命刘伟才为辽宁省文化
和旅游厅厅长；

二十、决定任命徐英辉为辽宁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主任；

二十一、决定任命李国伟为辽宁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二十二、决定任命李勇为辽宁省应急
管理厅厅长；

二十三、决定任命张耀鼎为辽宁省审
计厅厅长；

二十四、决定任命罗丽为辽宁省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23年1月16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孙建军、吕宏、汪诚为辽宁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3年1月16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