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人大培训班计划安排的函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原名全国人大深圳培训中心、全国

人大深圳培训基地，筹建于 1992 年，1996 年建成开业，至今

23 年，始终致力于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培训工作，为新时期人

大工作做出了应有贡献。 

2019 年，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充分信任和大

力支持下，中心紧密结合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新要求，紧贴各

地人大工作特点和需求，实施精品教学，加强服务保障，突出

政治性、针对性和实操性，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培训人数达到

两万余人，得到了全国各地人大同仁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培训工作迈上新台阶。 

2020 年，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强化主业，改进方法，更好地协助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人

大干部提升履职能力，促进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现将中心 2020

年培训计划函告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及机关干部、全国地方各级基层人大工作者。 

二、培训方式 

（一）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均可根据本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设置的班次、时间（见附表），实施培训报

名，报满即止，本中心按各单位报名先后顺序组班。 

 1

 

 

 

 

 

 

关于 2019 年人大培训班计划安排的函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原名全国人大深圳培训中心、全国

人大深圳培训基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合作兴办的一个全国人大系统最高层次的培训机构。

中心筹建于 1992 年，1996 年建成开业，现隶属于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管理。 

2018 年，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充分信任和大

力支持下，中心紧密结合新时期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新要求新

使命，紧贴各地人大工作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

施精品教学，加强服务保障，培训质量不断提升，培训人数达

到两万余人，得到了全国各地人大学员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肯定。 

2019 年，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将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着眼新时代发展需要，进一步

创新培训方式方法，认真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培训工作，更好地协

助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提升履职能力，促进人大工作创

新发展。现将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2019年培训计划函告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及机关干部、全国地方各级基层人大工作者。 

二、培训方式 

（一）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均可根据本中心

2019 年培训班计划设置的班次、时间（见附表），实施培训报名，

报满即止，本中心按各单位报名先后顺序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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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也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独立办班，

培训的主题、时间、人数、课程等相关事宜，由举办单位与本

中心协商确定。 

（三）培训期间将根据课程需要适当安排现场教学。同时，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勤俭节约办培训，培训期间一律

不安排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三、主要培训班安排 

（一）人大立法工作专题培训班 

（二）人大财经预算工作专题培训班 

（三）人大农业农村、城建环资工作专题培训班 

（四）人大教科文卫工作专题培训班 

（五）人大内务司法工作专题培训班 

（六）民族宗教事务与外事侨务工作学习班 

（七）人事任免和代表工作专题培训班 

（八）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  

（九）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 

（十）人大办公厅（室）业务能力提升班 

（十一）广东省乡镇人大工作专题培训班 

（十二）乡镇人大主席和基层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 

诚挚邀请各地人大领导机关来人来函来电与我中心商谈培训

事宜，热忱欢迎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前来深圳参加和组织学习培训！ 

 

附：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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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也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独立办

班，培训的主题、时间、人数、课程等相关事宜，由举办单位

与本中心协商确定。 

（三）培训期间将根据课程需要适当安排现场教学。同

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勤俭节约办培训，培训期间

一律不安排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三、主要培训班安排 

（一）人大法制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 

（二）人大民族宗教事务与外事侨务工作学习班（7月） 

（三）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四）人大财经预算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9月） 

（五）人大教科文卫工作专题培训班（7月） 

（六）人大农业农村、城建环资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七）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培训班（3月、5月、7月、9月） 

（八）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年） 

（九）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乡镇人大主席和基层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一）人大办公厅（室）业务能力提升班（7月） 

（十二）选举联络任免和换届选举工作专题培训班（9月） 

诚挚邀请各地人大领导机关来人来函来电与我中心商谈培

训事宜，热忱欢迎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机关领导前来深圳

参加和组织学习培训！ 

 

附：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 9 月 28 日 
 
 

（二）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也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独立办

班，培训的主题、时间、人数、课程等相关事宜，由举办单位

与本中心协商确定。 

（三）培训期间将根据课程需要适当安排现场教学。同

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勤俭节约办培训，培训期间

一律不安排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三、主要培训班安排 

（一）人大法制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 

（二）人大民族宗教事务与外事侨务工作学习班（7月） 

（三）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四）人大财经预算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9月） 

（五）人大教科文卫工作专题培训班（7月） 

（六）人大农业农村、城建环资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七）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培训班（3月、5月、7月、9月） 

（八）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年） 

（九）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乡镇人大主席和基层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一）人大办公厅（室）业务能力提升班（7月） 

（十二）选举联络任免和换届选举工作专题培训班（9月） 

诚挚邀请各地人大领导机关来人来函来电与我中心商谈培

训事宜，热忱欢迎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机关领导前来深圳

参加和组织学习培训！ 

 

附：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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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3月1日---7日 3月7日---13日 3月13日---19日 3月19日—25日 3月25日—3月31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培

训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二期）

4月9日---15日 4月15日--21日 4月21日—27日 5月3日---9日 5月9日---15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四期） 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一期） 

5月15日---19日 5月19日—25日 5月25日—5月31日 5月31日---6月4日 6月11日---17日 

广东省乡镇人大工作 

专题培训班（第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四期） 广东省乡镇人大工作 

专题培训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五期）

教科文卫专题学习班 
人事任免和代表工作 

专题学习班（第一期）

6月17日——23日 6月23日——29日 29日-7月5日 7月5日——11日 7月11日——17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五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六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五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主

席培训班（第七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六期） 立法工作专题学习班

（第一期） 

农业农村和城建环资

专题学习班 
内务司法专题学习班 

7月17日——23日 7月23日——29日 7月29日——8月4日 8月4日---10日 8月10日---16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六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七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七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八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八期） 

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二期） 

人大办公厅（室）业务

能力提升班（第一期）

人事任免和代表工作 

专题学习班（第二期）

8月16日---22日 8月22日—28日 8月28日—9月3日 9月3日--9月9日 9月17日---23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九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九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八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九期） 民族宗教与外事侨务

工作专题学习班 

人大办公厅（室）业务

能力提升班（第二期）

立法工作专题学习班 

（第二期） 

9月23日—9月29日 10月9日---15日 10月15日---21日 10月21日—27日 10月27日—11月2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一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二期）

11月2日---8日 11月8日---14日 11月14日---20日 11月20日—26日 11月26日—12月2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二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一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三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二期）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2月18日--24日 2月24日--3月1日 3月1日--7日 3月7日--13日 3月13日--19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二期）

3月19日—25日 3月25日—3月31日 4月6日--12日 4月12日--18日 4月18日—24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四期）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一期） 

4月24日—30日 5月5日--11日 5月11日--17日 5月17日--23日 5月23日—29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四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主席

培训班（第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五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五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五期）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一期） 
法制工作专题学习班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二期） 

5月29日—6月4日 6月4日--6月10日 6月10日--16日 6月16日--22日 6月27日--7月3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主席

培训班（第六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七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七期） 

教科文卫专题学习班 
农业农村和城建环资源

专题学习班 
监察和司法专题学习班

7月3日--9日 7月9日--15日 7月15日--21日 7月21日--27日 7月27日--8月2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七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八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八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八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九期）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三期） 

人大办公厅（室）业务

能力提升班 

民族宗教与外事侨务 

工作专题学习班 

8月2日--8日 8月8日--14日 8月14日--20日 8月20日--26日 8月26日—9月1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九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九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期） 

9月1日—9月7日 9月7日--9月13日 9月13日---19日 9月19日—9月25日 10月9日---15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一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二期）人大社会建设工作 
专题学习班（第四期） 

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二期） 

选举联络任免和换届 
选举工作专题培训班 

10月15日---21日 10月21日—27日 10月27日—11月2日 11月2日---8日 11月8日---14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三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二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三期） 

11月14日---20日 11月20日—26日 11月26日—12月2日 12月2日—9日 12月9日—15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五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四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五期）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2月18日--24日 2月24日--3月1日 3月1日--7日 3月7日--13日 3月13日--19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二期）

3月19日—25日 3月25日—3月31日 4月6日--12日 4月12日--18日 4月18日—24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三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四期）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一期） 

4月24日—30日 5月5日--11日 5月11日--17日 5月17日--23日 5月23日—29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四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主席

培训班（第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五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五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五期）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一期） 
法制工作专题学习班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二期） 

5月29日—6月4日 6月4日--6月10日 6月10日--16日 6月16日--22日 6月27日--7月3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主席

培训班（第六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七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七期） 

教科文卫专题学习班 
农业农村和城建环资源

专题学习班 
监察和司法专题学习班

7月3日--9日 7月9日--15日 7月15日--21日 7月21日--27日 7月27日--8月2日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七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八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八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八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九期） 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三期） 

人大办公厅（室）业务

能力提升班 

民族宗教与外事侨务 

工作专题学习班 

8月2日--8日 8月8日--14日 8月14日--20日 8月20日--26日 8月26日—9月1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九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九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一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期） 

9月1日—9月7日 9月7日--9月13日 9月13日---19日 9月19日—9月25日 10月9日---15日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一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一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二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二期）人大社会建设工作 
专题学习班（第四期） 

财经预算工作专题 
学习班（第二期） 

选举联络任免和换届 
选举工作专题培训班 

10月15日---21日 10月21日—27日 10月27日—11月2日 11月2日---8日 11月8日---14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三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三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二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三期） 

11月14日---20日 11月20日—26日 11月26日—12月2日 12月2日—9日 12月9日—15日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五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四期）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提升班（第十六期） 

基层人大和乡镇人大 
主席培训班（第十四期） 

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培训班（第十五期） 

 
 

（二）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也可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独立办

班，培训的主题、时间、人数、课程等相关事宜，由举办单位

与本中心协商确定。 

（三）培训期间将根据课程需要适当安排现场教学。同

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勤俭节约办培训，培训期间

一律不安排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三、主要培训班安排 

（一）人大法制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 

（二）人大民族宗教事务与外事侨务工作学习班（7月） 

（三）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四）人大财经预算工作专题培训班（5月、9月） 

（五）人大教科文卫工作专题培训班（7月） 

（六）人大农业农村、城建环资工作专题培训班（6月） 

（七）人大社会建设工作专题培训班（3月、5月、7月、9月） 

（八）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年） 

（九）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乡镇人大主席和基层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班（全年） 

（十一）人大办公厅（室）业务能力提升班（7月） 

（十二）选举联络任免和换届选举工作专题培训班（9月） 

诚挚邀请各地人大领导机关来人来函来电与我中心商谈培

训事宜，热忱欢迎全国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机关领导前来深圳

参加和组织学习培训！ 

 

附：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20 年培训班计划安排表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 9 月 28 日 



 4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分工负责及联系方式 

科 室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区 

培训一科 戴兴洲（科长） 
0755-83910987
13600400768 内蒙古、黑龙江、辽宁

白  玲 
0755-23891758 
13828777569 重庆、四川 

冯燕宏 
0755-82767265 
13544179079 河北、吉林、广西 

李剑辉 
0755-83230464
13620928818 上海、江苏 

培训二科 谭锋林（科长） 
0755-23891990 
13692120269 湖北、山西、新疆 

陈素芬 
0755-23891728
13923832199 安徽、山东、天津 

张桂敏 
0755-82782837
13926500552 广东、湖南 

熊  玲 
0755-23891717
13530152786 江西、浙江 

培训三科 林  茵（科长） 
0755-83905204
13798308107 贵州、甘肃、青海 

张坚石 
0755-83910987
13713986188 云南、西藏 

樊梦飞 
0755-82570239 
18320991258 河南、海南 

黄伟光 
0755-82725133 
13699882364 宁夏、陕西 

林  璇 
0755-23891881 
13480699686 北京、福建 

传真 0755-83905645  0755-23905021 

中心主任助理兼 
培训部部长 

林科程 0755-83905375  13352933303 

部长助理 梁佩瑜 0755-83905204   13723760996 

部长助理 曾庆强 0755-83906381   13923739222 

 

网址：http://www.szrdpxzx.com/或百度搜索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扫取二维码添加 

 关注我基地微信公众号。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分工负责及联系方式 

科 室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区 

培训一科 

戴兴洲（科长） 0755-83910987 13600400768 

内蒙古、黑龙江、

辽宁、重庆、四川

河北、吉林、广西

上海、江苏 

白  玲 0755-23891758 13828777569 

冯燕宏 0755-82767265 13544179079 

李剑辉 0755-83230464 13620928818 

李  荣 0755-83235142 13425192597 

培训二科 

谭锋林（科长） 0755-23891990 13692120269 

湖北、山西、新疆

安徽、山东、天津

广东、湖南、江西

浙江 

熊  玲 0755-23891717 13530152786 

张桂敏 0755-82782837 13926500552 

陈素芬 0755-23891728 13923832199 

高璞怡 0755-82556896 13632690711 

培训三科 

林  茵（科长） 0755-83905204 13798308107 

贵州、甘肃、青海

云南、西藏、河南

海南、宁夏、陕西

北京、福建 

张坚石 0755-83910987 13713986188 

樊梦飞 0755-82570239 18320991258 

黄伟光 0755-82725133 13699882364 

林  璇 0755-23891881 13480699686 

李晓銮 0755-83234875 13641448135 

传真 0755-83905645  0755-23905021 

中心主任助理兼 
培训部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网址：http://www.szrdpxzx.com/或百度搜索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扫取二维码添加 

 关注我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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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瑜 0755-83905204    13723760996 
曾庆强 0755-83906381    1392373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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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室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区 

培训一科 

戴兴洲（科长） 0755-83910987 13600400768 

内蒙古、黑龙江、

辽宁、重庆、四川

河北、吉林、广西

上海、江苏 

白  玲 0755-23891758 13828777569 

冯燕宏 0755-82767265 13544179079 

李剑辉 0755-83230464 13620928818 

李  荣 0755-83235142 13425192597 

培训二科 

谭锋林（科长） 0755-23891990 13692120269 

湖北、山西、新疆

安徽、山东、天津

广东、湖南、江西

浙江 

熊  玲 0755-23891717 13530152786 

张桂敏 0755-82782837 13926500552 

陈素芬 0755-23891728 13923832199 

高璞怡 0755-82556896 13632690711 

培训三科 

林  茵（科长） 0755-83905204 13798308107 

贵州、甘肃、青海

云南、西藏、河南

海南、宁夏、陕西

北京、福建 

张坚石 0755-83910987 13713986188 

樊梦飞 0755-82570239 18320991258 

黄伟光 0755-82725133 13699882364 

林  璇 0755-23891881 13480699686 

李晓銮 0755-83234875 13641448135 

传真 0755-83905645  0755-23905021 

中心主任助理兼 
培训部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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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我中心微信公众号。 

林科程 0755-83905375    13352933303 
 
梁佩瑜 0755-83905204    13723760996 
曾庆强 0755-83906381    13923739222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分工负责及联系方式 

科 室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区 

培训一科 

戴兴洲（科长） 0755-83910987 13600400768 

内蒙古、黑龙江、

辽宁、重庆、四川

河北、吉林、广西

上海、江苏 

白  玲 0755-23891758 13828777569 

冯燕宏 0755-82767265 13544179079 

李剑辉 0755-83230464 13620928818 

李  荣 0755-83235142 13425192597 

培训二科 

谭锋林（科长） 0755-23891990 13692120269 

湖北、山西、新疆

安徽、山东、天津

广东、湖南、江西

浙江 

熊  玲 0755-23891717 13530152786 

张桂敏 0755-82782837 13926500552 

陈素芬 0755-23891728 13923832199 

高璞怡 0755-82556896 13632690711 

培训三科 

林  茵（科长） 0755-83905204 13798308107 

贵州、甘肃、青海

云南、西藏、河南

海南、宁夏、陕西

北京、福建 

张坚石 0755-83910987 13713986188 

樊梦飞 0755-82570239 18320991258 

黄伟光 0755-82725133 13699882364 

林  璇 0755-23891881 13480699686 

李晓銮 0755-83234875 13641448135 

传真 0755-83905645  0755-23905021 

中心主任助理兼 
培训部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网址：http://www.szrdpxzx.com/或百度搜索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扫取二维码添加 

 关注我中心微信公众号。 

林科程 0755-83905375    13352933303 
 
梁佩瑜 0755-83905204    13723760996 
曾庆强 0755-83906381    13923739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