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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三五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终止情况的报告。鉴于

侯毅已提出辞去市六届人大代表职务并被选举单位接受，根据法律规定，

其市六届人大代表资格依法终止。

我市现有市六届人大代表 502 名。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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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三六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表决通过：

免去：

杜飞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李廷忠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职务。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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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三七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表决通过：

决定任命：

熊瑛为深圳市民政局局长；

代金涛为深圳市财政局局长；

赵忠良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曾相莱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吴红艳为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决定免去：

廖远飞的深圳市民政局局长职务；

汤暑葵的深圳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孙福金的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

张合运的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职务；

罗乐宣的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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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三八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表决通过：

任命：

黄振东、翟墨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王德军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庭长；

王惠奕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罗映清、张尧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唐毅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叶海情、张婷、郭成、胡建军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雯、孔才池、杨海军、林培俊为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张尧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唐毅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罗映清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王惠奕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李小丽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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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三九号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深圳市排水条例〉的决定》

经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通过，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批准，现予公布。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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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四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表决通过：

决定任命：

覃伟中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张华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余锡权为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非梦为深圳市商务局局长；

马鸿雁为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决定免去：

贾兴东的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

王有明的深圳市商务局局长职务；

王延奎的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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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四一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表决通过：

任命：

刘连生为深圳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

任宗理为深圳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张应杰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

李小东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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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四二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表决通过：

任命：

黄漫娥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免去：

王薇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 9 —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四三号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 510 名。根据市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

事宜的决定》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圳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推迟选举的决定》，我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应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选出。据此，全市各选举单位已分别召开区人

民代表大会和军人代表大会，选出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04 名。

2021 年 5 月 8 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全体当选

代表进行了资格审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经审查，各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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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代表资格合法有效。鉴于罗湖

区选出的代表刘智勇近日调离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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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规定，刘智勇的代表资格依法予以

终止。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 503 名，现依法予以公布。



— 10 —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503 人，各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均按姓名笔划排列）

福田区（84 名）

马　健 王老豹 王亚莉（女） 王　丽（女）

王味冰 王昱文 韦小冰（女） 方成群

左　丁 叶　强 冯艳玲（女） 朱文豪

朱秀兰（女） 朱焕启 向心悦（女） 刘连生

刘鸣宇 刘　凌（女） 刘朝霞（女） 江　汉

江向阳 孙晓光 花　蕴（女） 杜　红（女）

李天昊 李玉兰（女） 李苏华 李胜飞

李　真（满族） 李福利 杨志华 杨智呈

杨湘宁 杨　勤 杨燕娴（女） 肖　甜（女）

邱　铨 何锐军 余　莉（女） 张天奉（满族）

张汉清 张　华（女） 张华国 张丽杰（女）

张应杰 张　珂 张俊峰 张俊深

张　莎 张海涛 张　舒（女） 张　毅

陈　洁（女） 陈展茹（女） 陈崇军 陈雄英（女）

林南阳 罗东山 岳　鹰 周建明

郑红波 赵文欣（女） 胡春华（女） 胡　珊（女）

钟观宜（女） 聂国辉 徐浙鸿（女） 衷敬高

郭　丽（女） 唐　芳（女） 唐　玲（女） 黄　伟

黄宝明 曹　伟 梁燕英（女） 蒋继宁

韩兴凯 韩德宏 覃伟中 谢永林

熊永强 黎新风 颜　杰 潘　明（女）

罗湖区（61 名）

王天义 王　岚（女） 王虎善 王国彪

王浩宇 王海龙 邓　舸 邢毓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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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明 刘　正 刘　波 刘建琪（女）

刘信群 刘楚文 刘震国 刘德全

许少琼（女） 孙喜琢 李咏霞（女） 李学武

杨　乐（女） 杨　瑞（女） 肖幼美（女） 吴小辰

吴刘菊兰（女） 吴清标 辛　杰（满族） 闵齐双（女）

宋　涛 张庆杰 张质良 张　勉

陈令伟 陈汉清 陈启远 陈晓云（女）

陈家发 欧贵成 罗江萍（女） 罗育德

金诗玮 周小荣 周创彬 周益川

郑　轲 房永斌 胡酃酃 姚建辉

贺海涛 聂新平 郭万达 郭丽英（女）

郭　娟（女） 黄　迈 黄维芬（女） 梁　真（女）

梁　锐 董　佳（女） 曾乐非 蔡建光

戴冯军

盐田区（30 名）

王　琦（女） 王　蓉（女） 邓飞波 朱师达

乔　智 刘初汉 刘金凤（女） 许静芬（女）

孙　波 吴　岗 何延文 张炜宁

张　茜 张　娟（女） 陈　清 林　洁（女）

罗来金 周珂锐 赵广群 赵　坚

赵　鹏（土家族）侯　鹏 洪　波 姚　军

耿　博 郭小明 黄　敏 章顺文

曾玉芳（女） 熊佩锦

南山区（76 名）

马红霞（女，侗族）王小斌 王传启 王志国

王志栋 王希耘（女） 王启文 王艳梅（女）

王　强 王锦侠 孔小凯 邓　鹏

帅红宇 叶伟强 叶海强 由　镭

刘宝瑞 刘　振（回族） 江　南 许明炎

许建领 孙小荔（女） 孙迎彤 孙　嘉

苏俊锋（壮族） 李至斌 李　炜 李继朝

肖文杰 邱小燕（女） 何珊珊（女） 邹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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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林珍 张天瑜（回族） 陈志豪 陈炳强

陈渊青（女） 陈　琳（女） 陈琰超（女） 陈湘宇

林伟斌 林梓明 周红梅（女） 周　彬

周　辉 郑春雨 郑海荣（回族） 赵燕锡

胡宇舟 饶红蕾（女） 骆文智 袁贵华

徐毛毛（女） 郭　锦（女） 郭滨刚 唐　红（女）

黄正龙 黄启成 黄湘岳 黄源浩

崔军红（女） 梁沪明 梁桂华（女，壮族）葛岩峰（女）

蒋盈盈（女） 曾俊英（女） 曾常青 曾　湃

曾　滔 谢兰军 谢　呼 谢粤辉

楼仙英（女） 薛其坤 薄连明 魏　俊

宝安区（64 名）

丁　宁（女） 王甘露 王立德 王　宏

王　杰 毛伍元 文建锋 尹华颖（女）

叶曙兵 刘讨中 刘春景（女） 刘晓春

孙　蓉（女） 孙群露（女） 苏　毅 李南青

李倩仪（女） 杨加禄 杨继周 何彩梅（女）

沈福根 张少林 张世明 张志彪

张利星（女） 张英姬（女，朝鲜族）陈全炼 陈金祖

陈　春 陈　焱 陈新亮 林玉堂

林春伟 易铁钢 周元媛（女，布依族）郑　阳

郑健波 赵勇刚 胡作寰 胡海建

胡　萍（女） 胡　婧（女） 费英英（女） 姚云峰

姚　任 高　峻 高倩倩（女） 黄少辉

黄伟忠 黄振辉 黄漫娥（女） 曹永青

梁金兴 梁敏华（女） 董荣柱 董倩妤（女）

蒋宇扬 程步一 曾少强 雷桂林

廖四照 潘灿森 潘　艳（女） 戴　毅

龙岗区（88 名，含大鹏新区 21 名）

于　芳（女） 马芹花（女） 马锐雄 王小燕（女）

王　坚 王明军 王贺光（女） 王晓东

王继良 王策飞 玉　文（女，壮族）甘照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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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学峰 叶　青（女） 丘伟兰（女） 曲　威（女）

刘广阳 刘宇明 刘国周 刘　磊

米　勇 汤暑葵 许建洲 严胜强

杜建军 李卫军 李学金 李建齐

李振平 杨上进 杨之诚 杨长江

杨　军 肖　萍 肖婷萍（女） 吴书坤

吴　冰 吴海全 佘　婵（女） 宋永波

张天峰 张礼卫 张伟民 张育彪

张　弢 张春华 张春杰 张　勇

张静平（女） 张德宏 陆　华（女） 陈文宏

陈　寿 陈　洁（女） 陈湘生 陈登志

林正茂 明安斌 罗光亮 罗　佳（女）

周丽露（女） 周　威 赵培亚（女） 胡世平

柯　鹏 洪小红（女） 贺鹏麟 骆文成

袁志雄 钱万强 黄能君 黄　翔（女）

黄静宜（女） 彭迎九（女） 彭　莺（女） 蒋光兰（女）

蒋兴华 韩春莲 曾　迈（女） 靳海洋（满族）

蔡　立（女） 裴　蕾（女） 廖志仁 廖海兰（女）

谭　刚 樊成玮 黎明华 戴湘莲（女）

龙华区（40 名）

王　卫 王苏生 王京东 王　晖

毛珊珊（女） 龙玉峰 卢边芳（女） 卢创坤

叶家嘉（女） 付作军 朱闻博 任　彤（女）

刘南筠（女） 刘　健 刘湘江 汤　琪（女）

李　军 李晓桃（女） 李　蕾（女） 杨春生

余新国 宋广军 张　钜 陈　鹏（女）

林良浩 林　慧（女） 明　亮 周日秋

孟宪潞 钟永健 钟　华 段大波

贾西贝（满族） 徐　亮 高自民 黄　新

谢　春（女） 谢晓东 谢　蔚（女） 雷卫华

坪山区（28 名）

王延奎 王　丽（女） 冯　玲（女） 邢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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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洪 江锦意 孙新华 孙福金

杜量衡 李小东 吴曲波 余　钢

汪之涵 张小宏 张仲华 张　泉

陈湘波 武肇玲（女） 赵大运 赵　嘉（女）

洪　巍 宫　清（女） 袁　庆 夏　枫

徐　彪 徐　锋 陶永欣 谌　凯（女）

光明区（27 名）

王伟中 王　婷 ( 女 ) 冯圣中 刘　胜

李双双 ( 女 ) 李粉莉 ( 女 ) 杨云彪 杨凯越 ( 女 )

吴本清（苗族） 邱　宣 ( 女 ) 何裕隆 余为森

张明东 张清明 张　鑫 陈宏军

苗　向 林海东 周子友 周荣生

郑华玉 ( 女 ) 郑海俊 涂　欢 ( 女 ) 黄勇峰

彭海斌 蔡　颖 ( 女 ) 潘　艺 ( 女 )

解放军（5 名）

白朝辉 梅　浩 马国杰 杨芝春

雷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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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四四号

2021 年 5 月 12 日，深圳市盐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选举

鲁毅为市七届人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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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

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鲁毅的市七届人大代表资格

有效。

我市现有市七届人大代表 504 名。

现予公告。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