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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张庆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通过大会特邀代表名单、主席团成员名单、秘书长名单、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大会议程
三湘都市 报11月 24日 讯
今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
堂举行预备会议。 张庆伟同志
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应到代
表749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
734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大会特
邀代表名单、主席团成员名单、
秘书长名单、 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委员名单、 代表提案审查
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大会议程。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议程
是： 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湖
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
审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
告； 选举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 选举中国共产
党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
张庆伟同志强调， 将于25
日开幕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对
换届工作决策部署和大会各项
安排部署上来， 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实际行动践行“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 昂扬的精神状
态，全身心投入到大会各项活动
中，心系“国之大者”议大事，聚
焦发展全局献良策，认真讨论审
议好党代会报告，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增强党性
观念，按照党章要求正确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本着对组织负责、
对事业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
度，严肃认真行使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要严格遵守纪律规矩，全
面落实党中央“十严禁”要求和
省委“六不得”纪律、“八不准”规
定，深刻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教
训， 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
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人事
纪律、 换届纪律和廉洁纪律，严
格日常管理， 落实防疫要求，从
严监督检查，努力把大会开成一
次高举旗帜、团结鼓劲、风清气
正、奋发向上的大会。
预备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警钟长鸣》。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周帙恒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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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大会副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
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今日下午，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主席团在省人民会堂举行第一
次会议。
会议由张庆伟同志主持。
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
员会委员名单， 通过了大会副
秘书长名单， 通过了代表资格

11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
查报告，通过了大会日程、大会
列席人员名单及列席事项、大会
秘书处机构设置、代表提案截止
时间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
的报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周帙恒

熊清泉

杨正午（土家族） 王克英

胡 彪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108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王成 王一鸥 王双全 王克英 王晓科 毛伟明 毛腾飞 乌兰（女，蒙古族） 邓立佳 邓群策
艾爱国 石建辉 叶红专（土家族） 叶晓颖（女） 田立文 田福德（土家族） 付宏渊 丛培模 冯毅
朱国贤 朱洪武（黎族） 向恩明（土家族） 向曙光 刘文杰（女） 刘仲华 刘志仁 刘革安 刘莲玉（女）
刘越高 许达哲 许忠建 许显辉 严华 杜家毫 李民 李大剑 李永军 李志坚 李志超 李明辉
李微微（女） 李殿勋 杨正午（土家族） 杨浩东 肖百灵（女） 吴桂英（女） 邹文辉 沈裕谋 张庆伟
张迎春（女） 张忠富（土家族） 张剑飞 陈飞 陈文浩 陈仲伯 范运田 易红 易鹏飞 周农
周湘 周海兵 周赛保 郑建新 赵平 胡彪 胡长清 胡伟林 胡章胜 南小冈 禹新荣
施金通（苗族） 姚英杰 贺安杰 秦国文 袁延文 贾晓斌（满族） 徐文龙 徐正宪 徐克勤（苗族）
徐宏源 卿渐伟 唐勇（土家族） 唐白玉（女） 黄东红 黄兰香（女） 黄关春 曹志强 曹忠平
曹炯芳 曹健华 曹慧泉 龚健（女） 龚凤祥 康姣（女） 鹿山 隋忠诚 彭国甫 蒋昌忠
蒋建宇 蒋祖烜 曾剑光 谢卫江 谢建辉（女） 雷绍业 熊清泉 虢正贵 魏建锋 瞿海（苗族）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张庆伟
冯 毅

毛伟明
李殿勋

朱国贤
王 成

黄兰香（女）
吴桂英（女）

王双全
魏建锋

谢建辉（女）
杨浩东

张剑飞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秘书长：朱国贤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听取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
三湘都市 报11月 24日 讯
今日下午，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
议， 听取了代表资格初步审查
情况的报告，形成了《中国共产
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
格的审查报告（草案）》，并提交
大会主席团审议。 会议由王成
同志主持。

根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地
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全省
共划分18个选举单位， 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 差额选举产生出席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749名。经
审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
749名代表均符合党章和省委有
关规定，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
有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周帙恒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王 成 副主任：许忠建 肖百灵（女）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邓为民 李喜英（女） 杨爱云（女） 罗缵吉 周湘 曾市南 熊炜 颜长文（苗族）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主任：张剑飞 副主任：邓群策 徐宏源 许忠建 陈潇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毛腾飞 邓立佳 石建辉 李小松 周海兵 赵 平 袁延文 曹忠平 蒋昌忠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王双全

张剑飞

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