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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科文卫工委 林孝和
《关于加大对西部镇街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扶持力度的议案》

区卫生健康局 杜剑波 周小毅 冼富兰 陈昭仪

2 教科文卫工委 胡绍全 《关于启动建设有为馆的议案》
西樵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

周云生 莫晓华 黎妍 陈昭仪

3 财经工委 梁福仪
《关于提高广东省环卫工人高温津贴
的议案》

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陈宏泽 吴丽君 冼富兰 陈昭仪

4 城建工委 郭暖兴
《关于完善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历史遗

留问题分类处置操作指引的议案》
市自然资源局
南海分局

冯世荣 冯创 黄颂华 黄永坚

5 城建工委 彭志光
《关于将狮山城市核心区作为区重点

发展区域的议案》
市自然资源局
南海分局

潘希明 杨荣昆 黄颂华 黄永坚

6 法制工委 谢秀兰
《关于优化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项目产品处置方式的议案》
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

邱伟健 陈昊 陈绍文 黄永坚

7 教科文卫工委 关紫云
《关于加强我区群众性急救技能教育
体系建设的议案》

区卫生健康局 邱宇翔 张仕庆 冼富兰 陈昭仪

8 财经工委 吴锦志
《关于规范开展供电、通信、有线电
视等线路整改的议案》

区农业农村局 庄少伟 张卫强 郭家新 高小勇

9 城建工委 罗永安
《关于争取广州地铁28号线向西延伸
并加快建设的议案》

区交通运输局 韦春 沈尉波 黄颂华 李树东

10 城建工委 林治平
《关于加快大沥镇轨道交通建设的议

案》
区交通运输局 韦春 沈尉波 黄颂华 李树东

11 财经工委 梁伟强
《关于我区水利工程用地立项问题的

议案》
区发展和改革
局

谭国洪 简碧玮 蔡汉全 冯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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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建工委 何志炜
《关于进一步完善村居老旧供水管网
改造工作的议案》

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

丘立翰 沙  健 黄颂华 黄永坚

13 法制工委 关红贤
《关于加快规划设置电动车充电设施
的议案》

区消防大队 陈豪 黄海路 夏化冰 张家玉

14 城建工委 吴艳芬
《关于解决南海区交通拥堵的建议议
案》

区交通运输局 祁明泽 梁晓霞 黄颂华 李树东

15 教科文卫工委 左德培
《关于将老人卡遗失补办手续的业务
下放到村居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议》

区卫生健康局 朱敏华 关绮冰 冼富兰 陈昭仪

16 城建工委 黄铭津 《关于规范共享单车管理的建议》 区交通运输局 孔小虎 余勇 黄颂华 李树东

17 教科文卫工委 林辉哲
《关于适龄服兵役青年由学校统一进
行网登的建议》

区教育局 卢达生 冯森汉 冼富兰 陈昭仪

18 教科文卫工委 李伟健
《关于设立南海区120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的建议》

区卫生健康局 邱宇翔 张仕庆 冼富兰 陈昭仪

19 城建工委 唐永上
《关于解决水环境治理工程重点难点
问题的建议》

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

张  建 简世平 黄颂华 黄永坚

20 财经工委 何婉齐
《关于加强对农村弱电线路建设管理
的建议》

区经济促进局 岑镜苏 徐永雄 伍志强 李树东

21 城建工委 杨凤贞
《关于有效梳理农村历史遗留宅基地
办证的问题》

市自然资源局
南海分局

冯世荣 冯创 黄颂华 黄永坚

22 财经工委 邓铭军 《关于网上办理社保工作的建议》
区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

李仁声 李桂霞 冼富兰 陈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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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建工委 李敏仪
《关于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建议
》

区交通运输局 孔小虎 余勇 黄颂华 李树东

24 财经工委 李敏仪
《关于通讯运营公司高频电话的建议
》

区经济促进局 岑镜苏 徐永雄 伍志强 李树东

25 教科文卫工委 李敏仪
《关于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的建议
》

区教育局 徐溪婷 李婷 冼富兰 陈昭仪

26 教科文卫工委 徐灶荣
《关于提高居民门诊报销比例的建议
》

市医疗保障局
南海分局

罗歆 杨信文 冼富兰 陈昭仪

27 财经工委 吴锦志
《关于加强汛前公共用电设施进行安
全检查的建议》

区发展和改革
局

谭国洪 夏国明 蔡汉全 冯惠恩

28 法制工委 林世彬
《关于健全律师调解制度，促进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议》

区司法局 吴以焯 黄婉雯 李军 张家玉

29 法制工委 张水堂
《关于推进我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区民政局 丁坚 朱昌灵 郭家新 高小勇

30 教科文卫工委 张水堂
《加快南海区儿童健身设施建设，促

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的建议
》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游远荣 阮毅志 黎妍 陈昭仪

31 城建工委 陈秋帆
《罗村体育公园游泳馆配备、设施及
服务落后，不能满足群众游泳健身的
需求》

狮山镇 何宇聪
袁啟铧

黎妍 陈昭仪
刘嘉鹏

32 教科文卫工委 陈秋帆
《社区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
本药物配备不足》

区卫生健康局 邱宇翔 张仕庆 冼富兰 陈昭仪



承办区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建议责任登记表
议案议案议案议案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人大跟踪人大跟踪人大跟踪人大跟踪
落实部门落实部门落实部门落实部门

议案议案议案议案、、、、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议案议案议案议案、、、、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政府分工政府分工政府分工政府分工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单位责单位责单位责单位责
任人任人任人任人

承办人承办人承办人承办人
区领导区领导区领导区领导
责任人责任人责任人责任人

政府办政府办政府办政府办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33 教科文卫工委 何敏标
《关于加强和完善小学校园周边托管
中心管理的建议》

区教育局 卢达生 陈涛 冼富兰 陈昭仪

34 财经工委 骆红 《关于规范我区家政服务业的建议》
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陈宏泽 吴丽君 冼富兰 陈昭仪

35 教科文卫工委 汪少霞
《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工作负担
的建议》

区教育局 卢达生 冯森汉 冼富兰 陈昭仪

36 教科文卫工委 谭群
《关于过早接幼儿、小学生放学问题
及延迟放学时间的建议》

区教育局 卢达生 冯森汉 冼富兰 陈昭仪

37 办公室 杨达钊
《关于增加桂城中心城区停车位的建
议》

桂城街道 邝颖新 王晓坤 黄颂华 李树东

38 法制工委 邓铭军 《文明养犬规范事宜》
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

杜炳添 蔡慕佳 陈绍文 黄永坚

39 教科文卫工委 梁健青 《关于居民医疗中途参保的问题》
市医疗保障局
南海分局

罗歆 杨信文 冼富兰 陈昭仪

40 法制工委 李敏仪 《关于查处整治违法用地的建议》 区查治办 叶志刚 陆培新 陈绍文 黄永坚

41 城建工委 吴荣开
《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壤及水源问题的
建议》

市生态环境局
南海分局

李盛枝 巫小燕 陈绍文 黄永坚

42 城建工委 温碧峰
《合理规划、加快审批，推进环保整
治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南海分局

徐湛坤 朱志恒 陈绍文 黄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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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建工委 黎广生
《关于协助疏通宝石西路排污管网的
建议》

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

丘立翰 李超明 黄颂华 黄永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