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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5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
表大会预备会议在睢阳区会
议中心举行。

王战营、张建慧、苏长青、
姚龙其、史根治、李俊峰、岳文
华、吴祖明、王全周、杜新军、
赵凤刚在主席台就座。

王战营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五次党代会应到代表

465人，出席预备会议的 455
人，符合规定人数。

苏长青介绍了市五次党
代会的筹备情况。会议审议
通过了市五次党代会主席团
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
单。

会议还通过了市五次党
代会议程。大会的议程为：
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商
丘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
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
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商丘
市第五届委员会；四、选举中
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
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次代表

大会代表。
王战营在讲话中指出，市

五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进入跨
越发展的新阶段、决胜全面小
康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是我市各级党组
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市人
民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一 件 大
事。开好本次党代会，对于
指导推动今后五年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开好这次
党代会，确立今后五年的指
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有利于
我们更好地发挥优势、补齐
短板，实现又好又快跨越发
展、决胜全面小康。开好本
次党代会，对于我市推进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市五次党代会将对全
市党的建设进行部署，有利
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推进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作
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不
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为实现商丘又好又快跨
越发展、决胜全面小康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
证。开好本次党代会，对于

凝聚力量提振士气具有重要
意义。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市五次党代会一定会
开成一次振奋精神、鼓舞士
气的大会，必将进一步集中
全市人民智慧，凝聚全市人
民力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委、市委的部署上来，奋
力推动商丘又好又快跨越发
展。

王战营强调，要以高度负
责的精神讨论审议工作报告，
把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谋划好，把对党代会报告审
议、讨论的过程，作为理清思
路、明确任务的过程，作为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的过程，作
为鼓舞士气、奋发有为的过
程。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省委和市委的要求上来，确
保省委关于市委换届人事
安排的意图得到实现。要
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
严格遵守换届工作“九个严
禁、九个一律”的纪律要求，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会风，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和
圆满成功。

晚报记者 刁志远

本报讯 9月 2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
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各代表团召
集人会议。

王战营、张建慧、苏长青、周树
群、曾昭宝、姚龙其、史根治、李俊
峰、岳文华、吴祖明、王全周、杜新
军、赵凤刚出席会议。来自全市各县
（区）及市直单位的 12个代表团召集人
参加会议。

王战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代表团召集人首先汇报了

代表报到情况。苏长青简要介绍了大会
筹备情况；布置了各代表团推选团长、
副团长工作；提出并布置酝酿讨论大会
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
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
单；观看了《镜鉴——衡阳、南充违反
换届纪律案件警示录》。

就开好本次党代会，王战营强调了
四点意见。一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市
五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各代表团要教
育和引导全体代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思
想统一到开好这次大会的要求上来，积
极参加各项活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二要集思广益，认真审议工作报告。各

代表团要认真组织代表以对党和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审议、充分讨论、
研读领会好工作报告，并结合商丘实际
和工作实际作高质量、高水平的发言，
进而使党代会报告更加体现全市人民的
共同愿望，成为凝聚人心的纲领性文
件。三要发扬民主，精心组织好选举
工作。坚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全市
人民负责，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进市委、
市纪委班子，把全市共产党员中的优
秀分子选为省十次党代会代表。要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讲党性、守纪
律、负责任、树正气贯穿大会始终，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会议环境。四要严肃
纪律，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各代表团负
责人要按照大会的统一安排，切实加强
领导，把本团的代表组织好、管理好、
团结好、带领好，确保会议各项议程顺
利完成。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执行大
会各项纪律要求，按照大会议程组织好
会议，以严明的纪律、严谨的态度、严
肃的会风，共同将此次大会开成一个团
结热烈、圆满成功的大会。

晚报记者 刁志远

市五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王战营主持会议并讲话
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及大会议程

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

本报讯 9月 25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
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
维景国际大酒店举行。

会议由王战营主持。
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

委员会委员。他们是：王战
营、张建慧、苏长青、张海云、

姚龙其、史根治、李俊峰、岳文
华、吴祖明、王全周、杜新军、
赵凤刚。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还通过了市五次党
代会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市五次党代会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市五次党代会列席人员、特邀
人员名单，市五次党代会会议
日程安排，市五次党代会大会
秘书处组织机构，市五次党代
会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市管党
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报
告。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姚龙其 史根治 李俊峰 吴祖明

本报讯 9月 25日下午，
市领导王战营、张建慧、苏
长青、周树群、曾昭宝、吴
宏蔚、姚龙其、史根治、李
俊峰、岳文华、吴祖明、王
全周、杜新军、赵凤刚等到
睢阳区、梁园区、睢县、民
权县、示范区、宁陵县、柘
城县、夏邑县、虞城县、解
放军、市直等代表团，亲切
看望出席市五次党代会的代
表。

王战营在看望代表时
说，今年是“十三五”开局
之年，也是市委的换届之
年。即将召开的市五次党代
会是五年一次的盛会，更是
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
和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开好本次党代会，
对于总结过去五年工作、谋
划未来五年发展，进一步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各位代
表秉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
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集中
精力开好会，认真履行好代

表职责，确保大会各项议程
圆满完成。一要积极建言献
策。集中时间、集中精力、
集中智慧，讨论和审议好两
个工作报告，敞开心扉，畅
所欲言，共同把未来五年的
发展蓝图谋划好。二要投好
神圣一票。进一步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充分发扬民
主，强化组织观念，选举好
新一届市委、市纪委领导班
子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河南省
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三
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遵
守 大 会 的 各 项 纪 律 和 要
求，按时参加会议和大会
各项活动，特别是严格遵
守中央和省委明确的换届
纪律，进一步树立商丘市
党代表的好形象。

张建慧在看望代表时
说，市五次党代会的召开是
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盛事。这次会议将认真
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精心
谋划今后五年的发展，选举

产生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班
子。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
我市顺利完成“十三五”规
划各项目标，实现跨越发
展、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张建慧指
出，各位代表肩负着神圣的
使命，责任重大。希望各位
代表集思广益、凝心聚力，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会议之
中，把好的想法和体会融入
到报告中，使报告真正成为
统一思想、指导全市各项工
作的纲领性文件；选出一个
团结实干、坚强有力的领导
班子，为商丘今后发展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把这次会
议开成一个热烈、圆满、成
功的会议。

代表们纷纷表示，将
按照大会的要求，遵守会
议纪律，行使好自己的权
利，讨论和审议好大会的两
个工作报告，投好神圣的
一票，确保完成大会各项
议程。
晚报记者 刁志远 吴文昊

王战营张建慧等看望
出席市五次党代会的代表

丁凡华 王 月（女、满族） 王 冰 王 琦 王伟岸 王仲田 王全国
王全周 王金启 王战营 王清辰 史根治 付绍玉 朱东亚 朱向东 朱明伦
刘 兵 刘 沛 刘合行 刘连昌 刘春霞（女） 刘尊辉 闫昭敏 江文玉
孙 维 孙玉林 孙同占 苏长青 杜新军 李 崇 李军成 李治平 李建仓
李俊峰 李振兴 李瑞华 杨继民 吴宏蔚（回族）吴祖明 吴海燕（女）
何振岭 宋学庆 张 弛 张 新 张守奎 张建坤 张建慧 张树仁 张海云
张家明 陈向阳 陈晓峰 岳文华（女） 周树群 孟 伟 孟 玮（女）
赵凤刚 胡世甫 侯 永 侯俊榜 姜开杰 姚龙其 袁广业 倪玉民 郭幸生
陶青松 姬脉常 曹月坤 曹志安 曹忠良 梁 辉 梁万涛 韩 涛 曾 凯
曾昭宝 魏昭炜

苏长青

市五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任：苏长青
副主任：姚龙其 李俊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凡华 王 冰 王金启 刘 兵 刘 沛 许家林 孙同占 李瑞华 何振岭
陈苏河（女） 姚文生 曹文辉 曹忠良

王战营 张建慧 苏长青 周树群 曾昭宝 吴宏蔚（回族）张海云 姚龙其
史根治 李俊峰 岳文华（女） 吴祖明 王全周 杜新军 赵凤刚 刘 沛
张 新 杨继民 王 琦 刘连昌 江文玉 张家明 张 弛 王仲田 倪玉民
朱明伦 魏昭炜 孟 玮（女） 李 崇 王清辰 孙同占 曹忠良 宋学庆
陈向阳 刘合行 李军成 曹志安 胡世甫 刘 兵 侯俊榜 何振岭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名单
（2016年9月25日中共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共41人）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2016年9月25日中共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
（2016年9月25日中共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共7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
（2016年9月25日中共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2016年9月25日中共商丘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