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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留忠，男，汉族，1972年9月生，
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

陈鸣华，男，汉族，1979年9月生，
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

黄文斌，男，汉族，1970年11月生，
大学，硕士。

吴海军，男，汉族，1977年3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

顾凡，女，汉族，1983年5月生，省
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

陈刚，男，汉族，1974年6月生，中
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

崔建村，男，汉族，1974年9月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

杜晓峰，男，汉族，1977年2月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硕士，中共党员。

秦金春，男，汉族，1970年1月生，
大学，硕士，中共党员。

唐明渠，男，汉族，1972年2月生，
大学，硕士，中共党员。

吴晓栋，男，汉族，1976年10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

缪爱诚，男，汉族，1969年1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

张百璘，男，汉族，1965年10月生，
省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

刘晓洁，女，汉族，1972年2月生，
大学。

石兵，男，汉族，1971年10月生，
省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

【上接A1版】围绕“打造跨江融合发展样
板区”定位和“挺进县域二十强、争创文
明典范城”目标，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发
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产业兴市、创新强
市、生态立市，勇当长三角北翼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如皋
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关于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认为，过去五年，市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在中共如皋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
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人大制
度优势，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权，实施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有力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
法治进程。会议肯定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
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大会闭幕后，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上接A1版】一是秉持赤诚之心，提
高政治站位，助大局促发展勇于担当。坚
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
他将带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把市委的统一领导贯彻到人大
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始终与市委同心
同向、合力合拍。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全
体组成人员将牢固树立“发展第一要务”
的思想，坚持把服务和促进发展摆在人大
工作的首要位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加快
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科技创
新、打造教育名城等发展大事，充分发挥
人大职能作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集
聚一切优势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
发一切创造活力，为如皋高质量发展贡献
人大智慧与力量。

二是秉持为民之心，履行法定职责，
督良政促善治恪尽职守。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实行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他将带
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不断增强
责任意识，把准工作定位，增强监督实
效，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以法
治护航改革、保障发展，全力促进“一府
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同时，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将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时刻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聚焦民生热点重点难
点，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坚持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的血肉联系，做到以民为本、与民同心、
为民尽责。

三是秉持勤廉之心，持续改进作风，强
能力促提升真抓实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败由奢。清正廉洁是党员领导干部
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他将带头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修养，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要求，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以德立身、以正束行。同时，他将带领市人
大常委会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
升人大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强
化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和人大干部队伍建
设，推动履职能力、工作实效实现新进步。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将大力
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传承好、保持好、发扬好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工作作风，努力打造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国家权
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司祝建表示，他将和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全体组成人员一起，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锐意进取、
踔厉奋发，为高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发展
样板区作出市人大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凝心聚力勤履职 锐意进取促发展

【上接A1版】我将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神
圣职责，在以何益军同志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
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
持下，团结带领市政府一班人，紧紧依靠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和弘扬如皋治沙精神，志
做新时代“战高沙”的先锋，接续奋斗，勇毅
前行，为如皋的今天尽心，为如皋的明天尽
责，努力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和行动，向党和人
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是传承治沙基因，带头把绝对忠诚融入
血脉，做政治过硬、立场坚定的先锋。战高
沙、育良田，依靠的是全县人民的同心同向、
同力同行，依靠的是县委班子的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我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胸怀
“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把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各
方面，坚决服从市委领导，带头落实市委决
定，自觉维护班子团结，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练就治沙铁骨，带头把加快发展扛在

肩上，做实干笃行、善作善成的先锋。只有发
愤图强、自强不息，才能抢占机遇先机、赢得
发展优势。我将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起，牢固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对照“高
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发展样板区”发展定
位，紧扣“挺进县域二十强、争创文明典范
城”目标任务，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硬骨
头，不避遗留问题，不求功成在我，以钉钉子
的精神和干成事的担当，推动如皋在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阔步前行，行稳致远。

三是秉持治沙情怀，带头把人民至上铭刻
于心，做扎根人民、造福人民的先锋。当年

“战高沙”就是为了挖除群众的穷根，今天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也绝不让一人掉队。
我将努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崇高境界和为民情怀，多办看得见、
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多干作铺垫、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教育、
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的问题，自觉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
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四是树立治沙标尺，带头把廉洁从政化

为自觉，做一身正气、修身立德的先锋。赓
续传承的发展事业，需要我们始终以治沙精
神为标尺，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
线。我将始终把“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
为官、认认真真干事”作为从政的基本原
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维护
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依法行政，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全力建设阳光政府、法治
政府。从严从细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
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决不用手中之权
谋一己之利。

王鸣昊最后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
负有心人。身处追梦逐梦的新时代，肩负兴市
强市的新使命，踏上奋发奋进的新征程，唯有
抓住每一天、干好每件事，方能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我将立足历届市政府班子打下的良好
基础，与新一届市政府班子成员一道，在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负韶
华，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力无私奉献给这片
土地，把我们共同热爱的如皋建设得更加美
好！

志做新时代“战高沙”的先锋

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如皋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14日选举如皋市出席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予公布（按姓名笔
划为序）：

丁邦建 丁兴华 马 浩 王小洁（女） 王加福 王 刚 王建银（女） 王 莉（女）
王海青 王海霞（女） 王 祥 王 琳 王 辉（女） 卞 艳（女） 田茂娥（女，土家族）
司祝建 吉晓凌（女） 成 诚 朱建平 朱莹滢（女） 刘小飞 刘宏芳（女） 刘炜建
刘 娟（女） 刘 超 汤 峰 许 燕（女） 孙兴波 孙建华 李丹瑾（女） 杨红斌
杨 敏（女） 杨镇华 吴云云（女） 吴 刚 吴冰冰 吴学军 吴晓栋 邱 辰（女）
何益军 佘元原 佘红霞（女） 佘柳涛（女） 邹 平 沈 雷 宋小忠 宋 侃
张小华（女） 张新峰 陆 平（女） 陈 飞 陈元祥 陈永建 陈 江 陈建云（女）
陈建华 陈姝伃（女） 陈 勇 陈敏利（女） 陈 蓓（女） 陈 霞（女） 季小军 金卫东
周晓霞（女） 贲娅男（女） 冒月建 姜 燕（女） 恽爱民 秦金春 贾 运 夏 淼
顾留忠 倪张根 徐小维（女） 徐芹霞（女） 徐征曦 殷 蓓（女） 高 山 郭 建
郭富淼 唐明渠 黄小军 曹忠明 龚卫东 章智敏（女） 彭 祥 释照空（女）
蔡春建 戴 彦（女） 鞠昌明

如皋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