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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两会的大幕即将开启。据统计，去年两会后至今，共有 30 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涉嫌违纪违法主动辞去或被罢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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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资格。8 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在人事变动、换团、补选等情况下，今年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中，将会有哪些新面孔？

因涉嫌违纪违法

去年以来 30 人辞去或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8 人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代表委员将迎来哪些
“新”
面孔？
全国人大代表中部分新面孔

将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部分新面孔

刘赐贵 海南省委副书记、
省长
杨应楠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楼阳生 山西省委副书记
蒋超良 吉林省省长
赵世勇 遂宁市市长
李红军 茂名市市长
李希 辽宁省省长

臧献甫 天津市政协主席
柯尊平 四川省政协主席
王荣 广东省政协主席

30 人因涉嫌违纪违法辞去或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曹勇 安徽省商务厅原厅长
梁毅民 广东省茂名市委原书记
黄顺福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
李忠军 黑龙江中储粮创业直属库原主任
冯军 上海市电力公司原总经理
陆武成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刘铮 总后勤部原副部长
隋凤富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
陈卫民 江西省萍乡市委原书记
秦玉海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方西屏 安徽省淮南市委原书记
罗勤宏 四川省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燕福龙 国家电网公司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
张泽保 时任河南东方今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邓全忠 四川省资阳市原市长

袁玉珠 时任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建中 时任山西晋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潘逸阳 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委、
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
单增庆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委原副书记、
地区行署
原专员、
林管局原局长
苏荣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白恩培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原副主任委员
田玉林 吉林省通化市原市长
何华章 四川省遂宁市原市长
刘国庆 河南省驻马店原市委书记
方威 时任辽宁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
谭栖伟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王春成 时任辽宁春成工贸集团董事长
金道铭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丁雪峰 山西省吕梁市原市长
梁耀辉 时任广东东莞黄江太子酒店董事长

8 人涉嫌违纪违法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令计划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原部长
马建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
朱明国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
白云 山西省委原常委、
统战部原部长
孙兆学 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
宋林 华润集团原董事长
叶万勇 四川省军区原政委
苏荣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其中

2965 人

19 人是补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他们将首次以代表身份亮相人代会

全国人大 三类变动带来的
“新”
面孔
变动一：
换团

变动二：
补选

2014 年年末的人事调整中，原海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蒋定之调往江苏。
履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蒋定之还兼
任党组书记，党建专家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分析，在
这种情况下，蒋定之将是江苏省人大排名第一的副
主任，
主持江苏省人大的实际工作。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海南省全国人大代表
的蒋定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南要加快国际
旅游岛建设，
关键一招、成败之举，
就在改革开放。
日前，北青报记者从江苏省人大获悉，蒋定之
的名字今年将出现在江苏团的名单之中。
与蒋定之情况类似的还有山西省委书记王儒
林和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豪。
去年 9 月 1 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
会，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人职务调整的决
定，原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
“空降”山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在大会上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中央高度
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
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
经山西省人大确认，王儒林今年将以山西团人
大代表的身份亮相。
此外，自 2015 年 1 月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
长的陈豪原系湖南团全国人大代表。
2013 年 2 月，王玉普改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
记后，陈豪接任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
从而跻身正部级官员序列。去年 10 月 14 日，
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同步“换班”：省长李纪恒升任
省委书记，
陈豪由中央
“空降”
后任省长。
云南省人大有关人士介绍，在即将召开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
陈豪将由湖南团
“调换”
至云南团。

过去一年，19 人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将
首次以代表身份亮相人代会。其中，辽宁省省长李
希、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吉林省省长蒋超良、海
南省省长刘赐贵，均为去年省级官员人事调整后补
选为所在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
12 月末，海南迎来“空降”官员：国土资源部党
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任海南省委副书
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在今年 1 月 20 日下午举行的海南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上，
刘赐贵被补选为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
李希、楼阳生和蒋超良在异地调任后，也经历
了补选程序。
去年4月末，
李希告别上海，
履新辽宁省委委员、
常委、副书记，
并于 10 月当选辽宁省长，
省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补选其为全国人大代表。
同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批准：楼阳生任山西
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其湖北省委常委、委
员职务。去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山西省第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 16 次会议，
补选楼阳生为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去年 9 月，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10 次
会议决定，任命长期任职银行系统、原农业银行董
事长蒋超良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蒋超良代表资格的补选，在吉林省第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上完成。
中国人大网介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
广泛性决定，
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能过少。同时根
据法律的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总数不超过3000人。

变动三：
补缺
今年 1 月 25 日上午，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 14 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通过无记名

投票，赵世勇当选为四川省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2014 年 3 月，原四川省遂宁市长何华章涉嫌违
纪被查，赵世勇从凉山州委副书记调任遂宁市委副
书记，
并提名为遂宁市代理市长。
4 个月后，
时任代理市长的赵世勇
“转正”
，
接替
何华章留下的职位空缺。
去年 8 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
何华章
辞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而在这次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已接受了
何华章的辞职请求。
与赵世勇当选情形类似的还有广东省茂名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红军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杨应楠。
1 月 13 日闭幕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
议，接受了茂名市原市委书记梁毅民辞去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去年，梁毅民因涉嫌严
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此外，本次会议补选了 4 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
包括李红军在内的 4 人当选。
根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人大代表因故出缺
是由于出现了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例如代表辞职
被接受的，代表被罢免的，代表死亡的等等。代表
出缺的补选，原则上应当是“缺什么补什么”，以保
持代表的合理结构，
保持代表的广泛性。
今年 1 月 22 日，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在昆明举行。
会议对云南省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进行了补选，经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投票
选举，
杨应楠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去年 6 月 13 日，
杨应楠首次以云南省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身份在媒体前亮相。此前担任省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一职的是孔垂柱，因病去世
后，
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自然终止。

相关

一年以来 30 名
全国人大代表因
涉嫌违纪违法丢资格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去年两会结束后至今，在
一年的时间之内，
共计 30 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涉嫌违
纪违法主动辞去或被罢免代表资格。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后，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第八号公告，潘逸阳、苏荣、白
恩培等 9 人因涉嫌违纪违法，代表资格终止。据统
计，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确认代表资格终止
人数最多的一次常委会会议。苏荣“落马”前为副
国级高官，
也是 30 名失去代表资格的人中级别最高
的一个。苏荣“落马”前既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
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大网介绍，一般说来，只要代表失去了
选民或选举单位的信任，就可以罢免，既可能是代
表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工作严重失职，也可能是代表
未能很好履行职责。法律对罢免条件不作具体限
制，
本意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
“代表辞职”指的是人大代表在任职期间自
动请求终止自己代表职务的行为。在代表任期
内，有几种原因可能导致代表辞去职务，如工作
调动、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职或由于违法、失职引
咎辞职等。
截至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资格
变动后（补选、辞职、罢免、去世等），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65 人。
图示制作/潘璠

全国政协 三位新任省级政协主席将入全国政协
新面孔：
三省市的新任政协主席
北青报记者根据全国政协官网委员名单梳理
发现，全国 31 个省份中，目前仅广东、四川、天津三
地政协主席不在全国政协委员之列。
广东、四川、天津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省级“两
会”上，更换了省级政协主席人选，王荣、柯尊平、臧
献甫分别履新。
进入政协任职前，三人都不是所在省份的省级
政协委员，更不是全国政协委员，都是先经补选成
为政协委员，后当选政协主席。以广东省政协主席
王荣为例，其在 2 月 9 日的广东省政协十一届十次
常委会议上，增补为政协委员，是此次常委会增补
的唯一一名委员。2 月 10 日，王荣当选为政协十一
届广东省委员会主席。
按 照 惯 例 ，全 国 31 个 省 份 的 省 级 政 协 主 席
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原主席何立峰，
离开天津赴国家发改委任职后，其全国政协委员
的身份仍保留。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广东
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此前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因
涉嫌违纪违法，两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先后被
取消。
知情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一般来说，地方政
协主席一定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
担任地方政协主席职位后，不能继续担任全国政协
委员。臧献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何立峰的委员

身份并不会受影响。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全国政
协委员名单中，
即有不少为原省级政协主席。

消失者：
去年 9 名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
2 月 28 日闭幕的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正 式 撤 销 令 计 划 、朱 明
国、马 建 三 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资 格 。 自 去 年 全 国
政 协 全 体 会 议 至 今 ，已 有 9 人 被 撤 销 全 国 政 协
委员资格。本届政协任期内，则有 14 人被撤销
资格。
任期未过半，十二届全国政协撤销委员资格的
数量，几乎等于此前两届全国政协撤销资格的总
和。根据官方报道统计，十一届全国政协共有 8 名
委员资格被撤销，如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十届
全国政协有 7 名，
包括郑筱萸等贪腐官员，
两届总和
为 15 人。
涉嫌违纪违法是本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撤销资
格的主要原因。去年 3 月至今被撤销资格的 9 名
委员中，8 人因涉嫌违纪违法。此前一年被撤销的
5 名委员中，则有 4 人涉嫌违纪违法。
除涉嫌违纪违法外，香港委员田北俊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被撤销资格，撤销资格的原因为“不
听劝告，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严重违反《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决议”。

延伸

2 名全国政协副主席
“落马”
后留空缺
此前地方“两会”，全国 31 个省份增补 24 位政
协副主席。而在全国层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
荣、令计划被免职后，其职位空缺是否补选，有待全
国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后才能揭晓。
2014年6月14日，
苏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组织调查，
当月25日，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即通过决定，
免去其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撤销
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令计划于2014年12月22日涉嫌
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在2月28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免职，
并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全国政协
副主席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章
程并未明确规定全国政协副主席人数，只表示“设
主席，副主席若干人”。苏荣、令计划被免职后，目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有 21 人。北青报记者查阅全国
政协官网发现，十一届、十届均有副主席补选，2010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何厚铧增补成为全
国政协副主席。2005 年，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的董建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至
今。不过，此前并未出现因全国政协副主席落马补
选情况。
本版文/本报记者 桂田田 邹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