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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简介

为了积极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我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留

学人员事业的健康发展，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发起，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于 200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正式成立。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是面向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

世界各地公众的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业务

主管单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宗旨是：遵守我国宪法、法律、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监督；争取海内外企业、

团体和人士的支持，组织募捐，接受捐赠，促进留学人员事业健康发

展；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发和利用海内外人才资源与人才市场，积极

吸引我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支持留学人员自主创业， 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为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留学人员工作服务。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曹卫洲同志担任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党组

书记、秘书长王丕君同志担任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监事长，欧美

同学会党组成员庄亮同志担任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是：支持海外优秀留学人员

回国创业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推进海内外高级专业人才培养和交

流，支持国内优秀高级专业人员赴国（境）外留学、进修与培训，提

供与国际人才交流相关的咨询中介服务；聘请国（境）外具有世界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来华工作，支持国外智力成果的引进、

推广和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鼓

励和支持留学人才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支持和奖励为留学人员

事业做出贡献的团体与个人，奖励海外学成回国创业、为国服务并做

出杰出贡献的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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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22年 10月 16日上午 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2296名党的二十大

代表，承载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肩负着全党 9600

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郑重嘱托，带着党的

十八大以来 10 年间，各地区、各领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喜讯捷报，光荣地出席此次会议。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

和广泛代表性。为宣传介绍二十大情况，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现推出《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电子书，向大家

介绍二十大代表中的杰出留学人员，与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

共同领略他们勇担历史重任、践行报国使命的精神风貌。希

望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汲取榜样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坚定

报国志向，为推动祖国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编 者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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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丁纯

丁纯，男，汉族，中共党员，1970年 10月生，2009年

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安徽省铜陵

市委书记，铜陵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曾在电力自动化研

究院稳定技术研究所、南京南瑞集团公司稳定技术分公司工

作；2012年 6月任扬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

记；2017 年任江苏省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0 年任安

徽省铜陵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22年任安徽省铜

陵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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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丁仁彧

丁仁彧，男，汉族，中共党员，1980年 10月生，美国

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麻醉与危重病专业博士后，全国青

联常委，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教授。他从医从教 16 年，立足重症医学，为学生

量身制定个性化教学培养计划，倾囊相授重症医学的基本理

论和临床操作技巧。他乐教善启，和学生共同查阅文献资料、

讨论诊疗策略，使脓毒症血小板减少的精准诊疗技术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他践行医者担当，2017年主动请缨加入辽宁组

团式援疆医疗队，为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培养了一批重症

医学人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主动担任辽宁援鄂重症

医疗队队长，在抗疫一线教学并实践 ECMO（体外膜肺氧合）

的使用，成功救治 120余名新冠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12

二十大代表：万立骏

万立骏，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 年 7 月生，1996

年获日本东北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党

组书记、主席。他积极从事侨务工作，深入挖掘并充分发挥

了新侨的科技创新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担任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期间，他坚持指导学生实验与讨论实验结果，

坚持为学生修改论文。他长期从事电化学、SPM技术、纳米

化学和纳米材料的研究。提出了电极表面硫酸根离子与水分

子共吸附的理论；致力于能源转化和存储器件的表界面化学、

电极材料制备方法学和材料结构性能的研究，发展了利用电

化学 SPM实时原位研究固/液界面反应及单分子操纵的技术，

发展了用电位控制法定向制备单分子薄膜及构筑纳米结构

的技术、特殊功能纳米材料的制备技术，纳米结构的性能检

测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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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马波

马波，男，土家族，中共党员，1964年 10月生，2009

年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四川省乐山市

委书记、乐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15年任四川省委副秘

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2016年任四川省内江市委书记；2021

年任四川省乐山市委书记，乐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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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王赋

王赋，男，汉族，中共党员，1962 年 3 月生，2006 年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甘肃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他曾在国家物价

领导小组、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委工作。2012年 3月出任山

西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等职；2016年 12月，升任山西

省副省长，跻身副省级干部序列；2017年 6月，获任山西省

委常委、秘书长；2018年 1月，跨省份履新，出任重庆市委

常委、秘书长；2021年 3月至 7月，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秘

书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2021年 7月，卸任

市委秘书长，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2 年 11

月跨省调任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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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王秀杰

王秀杰，女，汉族，中共党员，1977 年生，2004 年获

美国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全国青联常委，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心主任。她

主要从事真核生物非编码 RNA 相关的研究工作，首次对模

式植物拟南芥中的 microRNA 和反义 RNA 进行系统发现与

功能预测，首次发现单纯疱疹病毒编码的 microRNA并研究

其与宿主的关系，发现引起心衰的 microRNA 等。开发

GOEAST 等生物信息软件成为生物学家广泛使用的数据分

析工具。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带领团队率先预测了一

系列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临床药物，全国多家医院

基于该预测结果对近百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使用预测的硫

酸粘菌素进行治疗，均取得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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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王祺扬

王祺扬，男，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 11月生，2003

年获英国赫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湖北省委常委、襄阳

市委书记。他长期在湖北省内工作，曾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

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等

职。2020年 7月，王祺扬出任荆门市委书记。他出任荆门市

委书记不久，荆门就出台“大抓实抓招商引资的意见”，强

调以有为政府推动有效市场，在奖惩方面“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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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王瑞军

王瑞军，男，汉族，中共党员，1970年 10月生，2001

年获瑞典世界海事大学硕士学位，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他曾担任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综合规划处处长，发展计划

司副巡视员，驻科技部纪检组、监察局纪律检查员、监察专

员，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主任，于 2017 年 9 月起担任广东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2020年 5月，履新韶关市市长，

同年 9月获任韶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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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尹力

尹力，男，汉族，中共党员，1962 年 8 月生，1993 年

获俄罗斯医学院经济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卫生经济与卫

生事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福建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曾在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

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工作。2015 年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2016 年任四川省

省长。2020 年任福建省委书记。2021 年任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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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卢方军

卢方军，男，土家族，中共党员，1969年 3月出生，德

国马普地外物理研究所访问学者，2002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大

学天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他长期从事天体物理观测和实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天

文卫星观测数据的成像分析、超新星遗迹、脉冲星和脉冲星

风云，以及空间高能天文观测设备的科学目标论证、物理设

计、载荷研制和工程管理等。在 X射线数据观测数据的直接

解调成像、超新星遗迹的 X射线辐射研究、脉冲星的 X射线

辐射和时间特性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现任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项目经理、阿里原初

引力波探测计划项目经理、爱因斯坦探针探针卫星后随 X射

线望远镜分系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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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卢丽安

卢丽安，女，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 12月生，1992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1997年，卢

丽安夫妇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2013年 7月，卢丽安当选上

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为身在上海的台湾同胞们服务。

在 24 年的教书生涯里，她教人智慧，也予人力量，积极参

与社会活动，为陆台交流献力。针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否等

于“不爱台湾”的质疑，卢丽安曾表示，不要再纠结于过时

的对立的意识形态里面，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她认

为，没有台湾梦的中国梦肯定是不完整的，同时，没有融入

祖国的台湾梦，也是黄粱一梦。在 25 年的教书生涯里，她

教人智慧，也予人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陆台交流献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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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田培炎

田培炎，男，中共党员，1961年生，曾赴日本东京大学

留学。他长期从事党建理论和研究工作，多次参加中央有关

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曾参与编

写《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2021年 11月，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山

西、人民日报社、宁夏等地和单位进行宣讲，他作为中央宣

讲团成员之一，在宁夏银川举行的宣讲报告会上作宣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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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付巧妹

付巧妹，女，汉族，中共党员，1983年 12月生，2013

年获德国马克思·普朗克进化人类研究所演化遗传学博士学

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子古生物学实

验室主任、研究员。她主要从事演化遗传及群体遗传方面的

研究，她参与共同开发的古基因组技术，为推动古 DNA 规

模性研究及人类学、演化遗传学等相关领域发展提供助力。

她参与破译世界最古老现代人基因组，并在其他欧亚人群研

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帮助重写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及丰

富人类演化过程的细节知识；大规模开展中国史前人群的基

因组测序与分析，为东亚人群古 DNA 研究打开局面，且填

补了东方史前人类遗传、演化、适应方面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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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曲孝丽

曲孝丽，女，汉族，中共党员，1963 年 9 月生，2005

年获韩国大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她曾在天津第四十一中学，共青

团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天津市河西区挂甲寺街道工作。

2006 年任天津市河西区委副书记；2011 年任天津市民政局

副局长；2013 年任天津市民政局局长；2016 年任天津市红

桥区委书记；2018 年任山西省副省长；2019 年任山西省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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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曲莹璞

曲莹璞，男，中共党员，1965年生，美国哈佛大学公共

管理硕士，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2010年 8月，《中国

记者》杂志曾就“新传播环境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他

进行专访，回头看他当年对整个传媒业发展形势的五个判断，

仍然具有前瞻性：跨平台融合发展成为主流趋势，单一媒体

时代正在终结；免费传播时代已经到来，传统媒体生存面临

着巨大挑战；3G 技术引发新的传播革命，低消费、分众化

服务迅速普及；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媒体草根化的

时代已经到来；国内外舆论互动融合，舆论全球化的时代已

经到来。曾任北京奥组委奥运火炬接力新闻发言人、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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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吕运强

吕运强，男，中共党员，1965 年生，1998 年赴美国留

学，获博士学位，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

任国家电网公司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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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朱有勇

朱有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55年 11月生，1994

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研修分子植物病理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他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任

务，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

他致力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农村实

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培养了

2200余位致富带头人，户均增收近万元。他情系三农，扎根

边疆，挂钩联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来，深入村村寨寨，跑

遍田间地头，推广科技扶贫示范产业基地，探索科技扶贫、

产业扶贫新路径，让澜沧县实现“脱贫摘帽”，拉祜族、佤

族、布朗族实现整族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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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朱是西

朱是西，男，汉族，中共党员，1966 年 4 月生，2007

年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河南省驻马店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他曾在河南省郑州市团委、

河南省荥阳市委、河南省登封市委、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委、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委工作。2011年任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委书记；2011 年任河南省郑州市副市长；2012 任河南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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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任珠峰

任珠峰，男，汉族，中共党员，1970 年 9 月生，2002

年获伦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他曾在中国五金制品进出口公司、英国金属矿产有限公司工

作。2009 年任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3 年

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8年

兼任兼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任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五

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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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吉

刘吉，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 年 5 月生，2011 年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他曾在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稽察办、

广东省发展改革为投资处工作。2010年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总经济师、党组成员；2013年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党组成员；2014年任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2015年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

任综合一处处长；2016 年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2018 年 4

月后，任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2018年

5月后，任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

党组书记；2018年 6月后，任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市长、党组书记；2021 年 10月后，任广东省惠州市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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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炤

刘炤，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 年 4 月生，1990 年

至 1991 年公派赴英国巴斯大学学习，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曾任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局财贸外事法规司干

部，国务院法制局财政金融法规司副处长、处长，国务院法

制办财政金融法制司处长、副司长、司长，山东省聊城市委

常委、副市长（挂职），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研究司、

人事司）司长，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司法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二级副总

监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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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鹤

刘鹤，男，汉族，1952 年 1 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

年 4 月参加工作，1976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1992－1993年美国西东

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1994－1995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

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69－1970年 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1970－1973年 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高炮团五七营

二连战士、副班长

1973－1979年 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

1979－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

济管理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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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

1983－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86－1987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

1987－1988年 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干部

1988－1991年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

处长

1991－1993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

构处处长（其间：1992－1993年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

学者）

1993－1994年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4－1998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其间：1994－1995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

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998－2001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

中经网公司董事长

2001－2003年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

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3－2011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1－2013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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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7－201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8－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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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发庆

刘发庆，男，1964年 6月出生，河南偃师人，曾赴俄罗

斯伏茏芝指挥学院留学两年，先后参加“98抗洪”、“5.12

汶川抗震救灾”等 10 多项重大演习和军事任务，荣立二等

功一次，三等功六次。空军中将军衔。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副司

令员、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

1982年 10月，刘发庆入伍，长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空降兵部队服役，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某团团长、

空降兵第 15军参谋长、空降兵第 15军军长等职务。

2017年 8月，刘发庆担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空降兵某军军长。

2018年 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副司令。

2022年 1月 20日，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发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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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昌林

刘昌林，男，汉族，1962年 7月生，重庆人，1985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7月参加工作，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商学院预算与公共财政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公

共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1999.01—2001.05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商学院预算与公共财政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

现任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1981.09—1985.07 湖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

和企业管理专业学习

1985.07—1988.09 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办事员、科员

1988.09—1990.08 财政部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

（1989.08）

1990.08—1992.12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1.02正科级，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36

1992.09副处级）

1992.12—2001.07 财政部办公厅秘书（1995.09正处级，

2001.07副司长级）（其间：1993.09—1996.07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夜大学英语专业学习；1994.11—1995.11挂职任北京

市通县县长助理；1999.01—2001.05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

学院预算与公共财政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1.07—2003.0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处副

秘书长（副司长级）

2003.08—2004.1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资产

部副主任

2004.12—2007.0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资产

部主任

2007.06—2008.1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

任

2008.12—2010.1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长兼

办公厅主任

2010.10—2011.02 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代市长

2011.02—2013.08 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8—2015.07 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书记

2015.07—2016.10 江西省副省长

2016.10—2018.01 甘肃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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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021.11 甘肃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

2021.11—2022.01 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

2022.01— 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2022年 1月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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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建超

刘建超，男，汉族，1964年 2月生，吉林德惠人。1986

年 8月参加工作，1984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文学学士。198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进修。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语专业毕业，1986年在外交部

参加工作，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进修。1987年

至 2006 年，先后在外交部翻译室、新闻司、机关党委，驻

英国使馆，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其间于 2000年至 2001年赴

辽宁省兴城市挂职。2006年至 2013年，历任外交部新闻司

司长、驻菲律宾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13年 11月任

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2015年 8月任国家预防腐败局

副局长（专职，副部长级），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2017

年 4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7年 7月任浙江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2018年 3月任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 5月任中央外事工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39

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2022年 5月任中央

对外联络部部长。党的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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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刘雅红

刘雅红，1966年 5月出生，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汉族；

198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 7月参加工作；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常委、

副书记、校长。1997年和 2001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

学兽医学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药学院开展访问学者和博士

后研究。

1985年至 1993 年在东北农业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和硕

士学位，1993 年至 1996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学习获得兽医药

理学与毒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03年晋升

为教授；期间分别于 1997年和 2001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立大学兽医学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药学院开展访问学者和

博士后研究。2001年 5月至 2006年 12月任农业农村部畜禽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2007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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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008年 12月任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副院长，2009年

1月至 2014年 7月任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院长，2014年 7

月至 2018年 12月任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2011年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1年受聘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

教授，2015年入选农业部科研杰出人才和广东省“特支计划”

杰出人才，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带领科研团队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农业部“创

新团队”。

主要从事兽医病原微生物耐药性研究、新兽药研制和药

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十一五”

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国家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广东省自然科学联合基金、教育部创新团队等各类科研项目

40多项，发表文章 197篇，SCI收录文章 120多篇，国家发

明专利 10项，国家二类新兽药证书 1个，主译国际专著《兽

医药理学与治疗学》，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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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许成仓

许成仓，男，汉族，1963年 7月生，安徽六安人，1990

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7 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

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中教高级。2005.02—2006.01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

1981.09—1985.07 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1985.07—1991.03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教师、教研组长

1991.03—1994.09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1994.09—1996.09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副校长（其间：

1996.03—1996.06国家教委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学习）

1996.09—2000.08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校长

2000.08—2002.12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考试院院长

2002.12—2008.01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副市长（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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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2006.0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8.01—2012.0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副书记、行署常

务副专员

2012.01—2014.02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

员

2014.02—2016.07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其间：2016.02—2016.06抽调到中央巡视组任中央第十一

巡视组副组长）

2016.07—2017.06 西藏自治区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育

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2017.06—2018.01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委书记

2018.01—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九大代表，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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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孙世刚

孙世刚，1954年 7月出生于重庆市万州区，物理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获得

法国巴黎居里大学国家博士学位。

孙世刚于 1982 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居里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获得法国巴黎居里大学国家博士学

位后在法国科学院界面电化学研究所做一年博士后研究；

1987年 10月回国后进入厦门大学化学博士后流动站，之后

历任厦门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化学系系主任、校长

助理；1995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0 年 1

月出任厦门大学副校长；2005年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2007 年当选国际电化学会会士；201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2018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三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孙世刚长期从事电化学和表界面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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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孙立成

孙立成，男，汉族，1962年 10月出生，籍贯河北交河，

出生地辽宁营口，大学学历，文学学士，1984年 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4年 8月参加工作。 副总警监警衔。2004.08

—2005.02公派美国杜克大学学习。

现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0.09—1984.08 山东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

习

1984.08—1992.09 中央纪委教育室干部

1992.09—1993.01 中央纪委教育室副处级检查员

1993.01—1995.11 中央纪委办公厅副处级检查员、监察

员

1995.11—2001.07 中央纪委办公厅正处级检查员、监察

员

2001.07—2002.07 中央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局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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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监察专员

2002.07—2007.07 中央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其

间：2004.08—2005.02公派美国杜克大学学习）

2007.07—2012.01 公安部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驻公安部

监察局局长，公安部督察委员会副督察长（2007.12）

2012.01—2013.03 公安部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部驻公

安部监察局局长

2013.03—2013.04 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党委副书记

2013.04—2013.05 贵州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

委副书记

2013.05—2015.01 贵州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

委书记

2015.01—2016.06 贵州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

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2016.06—2016.07 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

书记兼督察长，山东警察学院院长

2016.07—2016.10 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山东警察学院院长

2016.10—2016.11 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山东警察学院院长，武警

山东省总队第一政委

2016.11—2017.04 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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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山东警察学院院长，武警

山东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17.04—2018.01 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武警山东省总队第一政委、

党委第一书记

2018.01—2019.04 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

2019.04—2019.05 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副省长，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督察长

2019.05—2019.07 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督察长

2019.07—2020.03 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

2020.03—2022.01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兼市委

党校校长

2022.01—2022.03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22.03—2022.06 山东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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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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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孙爱军

孙爱军，男，汉族，1972年 3月生，山东平度人，1993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 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1999.01—1999.12 在美国杜兰（Tulane）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省新旧

动能办主任兼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省委财经办副主任。

1990.09—1995.09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汽车工程专业

学习

1995.09—1997.0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外贸专

业硕士研究生

1997.01—2000.1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

业博士研究生（其间：1996.12—1997.12全国学联执行主席；

1998.05—2000.12 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1999.01—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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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杜兰（Tulane）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2000.12—2001.03 清华大学讲师、校团委副书记（副处

级）

2001.03—2001.11 山东省委办公厅干部、助理调研员

2001.11—2001.12 山东省委办公厅助理调研员，挂职任

烟台市市长助理

2001.12—2002.09 山东省委办公厅调研员、挂职任烟台

市市长助理

2002.09—2008.02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其间：

2004.09—2004.11在山东省委党校第 20期市厅班学习）

2008.02—2010.12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青年管

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其间：2008.12—2011.01兼任省青联

主席，2010.05 起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更名为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2009.03—2009.07在中央党校第 2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

一班学习）

2010.12—2011.12 山东省菏泽市委副书记（正厅级）

2011.12—2012.02 山东省菏泽市委副书记（正厅级），

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2.02—2015.01 山东省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

府党组书记

2015.01—2015.02 山东省菏泽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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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019.02 山东省菏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市委党校校长

2019.02—2019.03 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19.03—2021.01 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1.01—2022.04 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2022.04—2022.06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省新旧动能办主任兼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省委财经办副主任

2022.06—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省新旧动能办主任兼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省委财经办副主任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

员，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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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杜小刚

杜小刚，男，汉族，1976年 6月生，江苏常州人，大学

学历，硕士学位，199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3.03—2008.05南京大学与荷兰马斯特里赫

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获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

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江苏省无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5.09—1999.08 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习

1999.08—2000.05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工

作人员

2000.05—2002.03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团

工委副书记（其间：2001.08—2002.02借调共青团中央志愿

者行动指导中心帮助工作）

2002.03—2003.02 共青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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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2003.02—2004.01 共青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

2004.01—2006.06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副书记

2006.06—2011.06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党组书

记

（2003.03—2008.05南京大学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1.06—2012.10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区长

2012.10—2012.12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副书记、区政

府筹备组成员、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2012.12—2013.07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副书记、副区

长、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

2013.07—2015.01 江苏省太仓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5.01—2018.02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8.02—2018.08 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市长、昆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8.08—2019.12 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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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9.12—2020.01 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

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20.01—2021.07 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

府党组书记

2021.07—2022.03 江苏省无锡市委书记

2022.03— 江苏省无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十三、四届无锡市委委员，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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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杜玉涛

杜玉涛，女，满族，1977年出生，毕业于丹麦奥胡斯大

学人类遗传系，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导师，正

高级。

现任华大集团党委书记，华大基因常务副总裁。

1999年华大基因研究院成立之初，还在上大学的杜玉涛

机缘巧合走进华大，之后又被华大推荐到丹麦奥胡斯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从此进入克隆领域，开始了全新的科研旅程。

2006年 6月，杜玉涛所在的丹麦团队终于迎来了世界首

只手工克隆猪宝宝。杜玉涛作为手工克隆猪技术的专利人之

一和团队骨干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开创了一项新的世界记

录。

2007年 7月，杜玉涛博士毕业回到华大，身份也变成了

平台主管，并在次年带领研发团队成功获得国内首批“手工

克隆猪”。

2017年 5月，当选为中共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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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在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为广东

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2018年 9月，发起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DMD) 公益活动。

2021年 1月，作为河北“火眼”总指挥，带领团队仅用

21个小时就建起了华大“火眼”实验室，每日最高可检测样

本 100万人份，刷新“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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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杜占元

杜占元，男，汉族，1962年 7月生，湖南华容人，1985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7月参加工作，美国马萨诸

塞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植物生理化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哲学博士学位，农艺师。

现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1978-1982年 湖南农学院基础课部生理生化专业学生

1982-1985 年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生理生化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85-1989 年 国家科委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农业处

干部、负责人

1989-1993 年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植

物生理生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3-1994年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计划处干部、主任科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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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7年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计划处副处长（其间：

1996-1997 在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进修科技政策与

商业管理）

1997-1998年 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计划处处长

1998-2000年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计划协调处、成果处处

长

2000-2001年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

2001-2006年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司长（其间：2003-2004

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6-2008年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

2008-2010年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0-2018年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8-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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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世峰

李世峰，男，汉族，1976 年 11月出生，浙江宁波人。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

生学历，英国约克大学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专业、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毕业，文学硕士学位、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2005.09—2006.09英国约克大学公共行政与公共

政策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5.09--1999.07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学习

1999.07--2000.01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镇党

政办科员

2000.01--2000.08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镇工

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2000.08--2002.03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

办事处主任助理兼农业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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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2003.03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

2003.03--2006.11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团委书记

（2005.09—2006.09英国约克大学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

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6.11--2007.10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旅游局局长

（2004.03—2007.01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

业在职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7.10--2007.12 江苏省南京市团委副书记

2007.12--2011.06 江苏省南京市团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2011.06--2013.02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2013.02--2014.03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

2014.03--2015.01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

2015.01--2018.09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副书记、区

长

2018.09--2019.12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委书记

2019.12--2020.01 江苏省副厅级干部（中央选派跨省提

职交流干部人选）

2020.01-- 黑河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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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明伟

李明伟，男，汉族，1968 年 10月出生，吉林梨树人，

199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吉林

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1989.09—1993.07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

育专业学生

1993.07—1996.10 在吉林省石油总公司四平分公司经

理办公室工作

1996.10—1997.09 吉林省四平市委组织部工作

1997.09—2000.09 在吉林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工作

2000.09—2004.07 吉林省企业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2000.07—2003.04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

专业研究生在职学习，2003.04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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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 参加吉林省委组织部后备干部赴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培训班学习，2002.11 获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2004.07—2006.10 吉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政策法规处处长

2006.10—2008.12 吉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2008.12—2009.01 吉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党委委员

2009.01—2011.12 吉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2011.12—2014.04 吉林省白城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4.04—2015.07 吉林省白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15.07—2015.12 吉林省白城市委副书记

2015.12—2021.03 吉林省白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2021.03—2022.06 吉林省白城市委书记

2022.06—2022.07 吉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白

城市委书记

2022.07— 吉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

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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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晓红

李晓红，男，汉族，1959年 6月出生于重庆合川，1982

年毕业于重庆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重庆大学工

学硕士学位。矿山安全技术专家，2011年 12月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院长，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教授，水射流理论与新技术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96年 3月至 8月，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访问学者。

1982年至 1985 年，任重庆大学采矿系团委书记，重庆

市学生联合会主席。

1985年至 1989 年，任重庆大学采矿系党总支副书记、

系副主任。

1989年至 1991 年，作为中美联合培养博士在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做研究助理。

1991年至 1994 年，任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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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1993年，获重庆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94年至 1996 年，任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院

长。

1995年，晋升为教授，并获国家教委优秀跨世纪人才计

划基金。

1996年 3月至 8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6年至 1997 年，任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院

长。

1997年至 1998 年，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科研处处长、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1998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

层次。

1998年至 2003年，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03年至 2010年，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委、校长（2004

年 7月明确为副部级）。

2010年 12月，任武汉大学党委常委、校长。

2011年 12月，任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

2016年 11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7年 5月，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2018年 6月，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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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担任中国工程院第八届主席团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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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海波

李海波，男，1969年 12月 10日出生，博士、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2003年 3－4月于日本京都大学土木与工程系

任高级访问学者(JSPS)。

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武汉分

院直属单位党委书记。

1992年毕业于郑州工学院(现郑州大学)，获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学士学位；

1995年 7月和 1999年 12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

力学研究所，分别获岩土工程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8.4－2000.4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工程学院

任研究助理；

2003年 3－4 月于日本京都大学土木与工程系任高级访

问学者(JSPS)，先后应邀到韩国汉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行短期学术访问。

2009年 6月-2016年 11月，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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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所长。

2016年 6月，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

长。

2019年 11月，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直属单位党委书

记。

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共产党

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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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静海

李静海，1956年 10月 25日出生于山西静乐，化学工程

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瑞士工程院

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

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原所

长、北京市科协主席。1987年 8月至 1990年 4月，分别赴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党组书记。

1982 年李静海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

1984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87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

研究所博士学位，之后留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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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研究员、副主任、副所长、所长。1994年获得首届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9年至 2004年任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2002

年至 2014年任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长；2004年至 2016年任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1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2017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之后担

任主任。2018 年任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2022 年 7 月，当

选北京市科协主席。

李静海主要从事多尺度方法和颗粒流体两相复杂系统

研究，致力于气固两相系统的计算机仿真和多相复杂系统的

研究，包括多相流动、煤燃烧、计算机仿真、多尺度方法及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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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李儒新

李儒新，男，1969 年 10月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中共

党员，博士生导师，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

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长，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所

长，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科技大学党委

书记、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 4月-1997年 7月，

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物理系做博士后

研究。

1990年，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光电子技术专

业。

1990年 9月-1995年 7月，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获得研究生学历。

1996年 4月-1997年 7月，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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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7月-1998年 7月，到日本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

做博士后研究。

199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1998年 7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期间曾

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光机所所长。

199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5年 7月 31日，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

人名单。

2017年 7月，入选为 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

候选人。

2017年 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7年 4月-2019年 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

究院副院长。

2019年 3月，当选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2019年 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9年 12月，当选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所长。

2021年 11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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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杨洁篪

杨洁篪，男，汉族，1950 年 5 月生，上海市人，1968

年 9 月参加工作，1971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

位。1973-1975年 英国伊林学院、巴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

1968-1972年 上海市浦江电表厂工人

1972-1973年 外交部出国学习集训班学习

1973-1975年 英国伊林学院、巴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

1975-1983年 外交部翻译室科员

1983-1987年 驻美国使馆二秘、一秘、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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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0年 外交部翻译室参赞兼处长

1990-1993年 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处长、副司长

1993-1995年 驻美国使馆公使

1995-1998 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其间：

1995.08-1996.03 兼美大司司长；1996.09-1996.11 中央党校

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8-2000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2000-2004年 驻美国大使

2004-2005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2005-2007 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2001-2006

年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历史

学博士学位）

2007-2013年 外交部部长、党委副书记

2013-2017年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至 2014.02），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

2017-201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

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维护海洋权

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8-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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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杨振斌

杨振斌，男，1963年 10月生，河北邯郸人，工学硕士，

研究员。1983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 年 8 月参加工

作，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员。1995年-1996 年公派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进修。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 年-1986 年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学

习，期间于 1984年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1986 年-1989 年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

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8年-1992年 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

1992年-1995年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

1995年-1996年 公派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进修；

1996年-2000年 清华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常务副处长、

科技开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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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002年 清华大学党委学生部部长、武装部部长；

2002年-2005年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5年 12月-2012年 04月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2012年 04月-2014年 11月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

级）；

2014年 11月-2020年 03月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

级）；

2020年 03月-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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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连茂君

连茂君，男，汉族，1970年 11月生，辽宁朝阳人，1990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

学历，经济学博士，高级政工师。2005 年 07 月至 2007 年

07月，美国班尼迪克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

现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国（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1990年 09月至 1993年 08月，辽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商业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

1993年 08月至 2002年 02月，北方航空公司飞行大队

组织干事、客舱服务部办公室主任、客舱服务部政治处副主

任、团委副书记（其间：1998年 08月至 2000年 12月，中

央党校法律专业在职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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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02月至 2003年 10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2003年 10月至 2004年 03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纪工委副书记；

2004年 03月至 2004年 07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纪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助理；

2004年 07月至 2004年 11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纪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助理，沈

阳农业高新区房产局局长、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农业

高新区分局局长（兼）；

2004年 11月至 2005年 06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纪工委副书记；

2005年 06月至 2006年 06月，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2006年 06月至 2007年 03月，沈阳蒲河新城管委会副

主任（2004年 09月至 2006年 12月，辽宁省委党校公共管

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7年 03月至 2007年 10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副区长、

沈阳蒲河新城管委会副主任、沈阳玉米工业产业园管委会主

任（2005年 07月至 2007年 07月，美国班尼迪克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7年 10月至 2008年 03月，沈阳蒲河新城管委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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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沈阳玉米工业产业园管委会主任；

2008年 03月至 2010年 12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区委常

委、副区长；

2010年 12月至 2011年 01月，沈阳市于洪区委副书记、

副区长、代区长，沈阳大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兼），沈阳丁

香湖新城管委会主任（兼）；

2011年 01月至 2013年 02月，沈阳市于洪区委副书记、

区长，沈阳大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兼），沈阳丁香湖新城管

委会主任（兼）；

2013年 02月至 2015年 04月，沈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2015年 04月至 2016年 09月，沈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秘书长（2009 年 09 月至 2015 年 06月，东北师范大学城市

与环境科学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获经

济学博士学位）；

2016年 09月至 2018年 06月，沈阳市委常委、秘书长；

2018年 06月至 2019年 10月，辽宁省沈抚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9年 10月至 2019年 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04月，天津市副市长、市人民

政府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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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4月至 2020年 05月，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

区区委书记，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中国（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20年 05月，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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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吴连锋

吴连锋，1980年生，山东聊城人，理学博士，现为西湖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代谢与衰老研究实验室负责人。

2011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同年被保送

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于 2010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理学

博士学位。自 2011 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从事

博士后研究，回国前任哈佛医学院医学系讲师。于 2017年 9

月在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全时开展研究，

实验室主要在代谢与衰老领域开展研究。

主要通过研究有益人类健康的分子或药物的作用机制，

探索代谢疾病、肿瘤发生及衰老的分子机制，为促进人类健

康提供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干预措施。博士期间主要探索了天

然免疫细胞毒性分子颗粒酶杀伤肿瘤细胞的分子机制，解析

了颗粒酶M的结构，并基于该结构设计合成了其特异性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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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为该领域提供了合理控制颗粒酶M活性的有效工具。该

阶段成果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和 Journal of Biochemical Chemistry 等知名期

刊。博士后期间致力于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即糖

尿病药物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一直以来，二甲双胍除作为

治疗二型糖尿病的首选用药外，还被认为具有有抗癌、抗衰

老等功效。研究运用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方法，

在癌症细胞和模式动物水平上，为二甲双胍抗癌抗衰老作用

的信号通路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该工作在生物医学领域顶尖

期刊 Cell 上以“Featured Article”形式发表并附有同行专家

评论，随后被 Science Signaling 和 Oncotarget 杂志作为重要

发现推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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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何忠友

何忠友，男，汉族，1965年 11月生，安徽无为人，1993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 7月参加工作，英国伦敦经

济学院信息系统分析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

学硕士。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84.09--1988.07 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学

习

1988.07--1989.08 广东省交通科研所电子室干部

1989.08--1993.06 广东省交通厅科技处干部

1993.06--1995.04 广东省交通厅科技处副科级干部

1995.04--1997.12 广东省交通厅科技质量处副处长（其

间：1995.09--1996.09 公派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信息系统分析

与管理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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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2--2001.12 广东省交通厅科技质量处处长（其间：

2000.09--2001.09 广东省第 2 批高层次管理人才出国培训班

赴美国马州大学波士顿分校学习）

2001.12--2003.05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2003.05--2005.03 广东省交通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2005.03--2007.04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其间：2005.03--2005.05 广东省委党校市

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7.04--2008.03 广东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其间：

2007.11--2008.01 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8.03--2009.09 广东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9.09--2011.12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1.12--2012.01 广东省河源市委书记

2012.01--2016.01 广东省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2013.03--2013.07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6.01--2017.05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17.05--2017.07 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

2017.07--2019.12 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9.12--2021.10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202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党的十八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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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谷澍

谷澍，男，汉族，1967年 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师。1990年 8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学学

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1998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是全国

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

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

9月至 2003年 9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代

为履行行长职责。

1990年 8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1995年 3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取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1998年 3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取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2年 9月至 2003年 9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85

访问学者。

1998年 3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工商银行会计结算

部工作。

2000年 2月至 2003年 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会计结算

部副处长、处长。

2003年 9月至 2004年 1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会计结算

部副总经理。

2004年 12月至 2006年 7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计划财务

部副总经理。

2006年 7月至 2008年 7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

部总经理。

2008年 7月至 2010年 11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

书兼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

2010年 11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党委

书记。

2013年 10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2016年 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副部长级）。

2020年 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

2021年 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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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沈晓明

沈晓明，男，汉族，1963年 5月生，浙江绍兴人，研究

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研究员、教授，1987年 7月参加工

作，1984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03-1996.05 美国纽

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

1979.09-1984.09 温州医学院儿科系儿科专业学习

1984.09-1987.07 温州医学院儿科系儿科专业硕士研究

生学习

1987.07-1987.11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

1987.11-1988.02 温州医学院儿科系助教

1988.02-1991.02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儿童保健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

1991.02-1996.05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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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所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其间：1994.03-1996.05 美

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

1996.05-1998.07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研究员、教授、副院

长、常务副院长

1998.07-2001.05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副院

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2001.05-2003.03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院长，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2003.03-2003.11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院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2003.11-2005.07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

2005.07-2006.02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院院长

2006.02-2006.04 上海市科教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党

组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

2006.04-2006.08 上海市科教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

任，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

2006.08-2008.01 上海市科教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

任

2008.01-2013.05 上海市政府副市长、上海张江高新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3.05-2013.06 上海市政府副市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2013.06-2015.03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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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016.09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6.09-2017.03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17.03-2017.04 海南省委副书记

2017.04-2017.05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代省长、党组

书记

2017.05-2020.11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

记

2020.11-2020.12 海南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20.12-2021.01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2021.01-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海南

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海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

沈晓明教授在儿童保健学领域成绩卓著，是中国儿童环

境医学、发育与行为儿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他有关儿童铅中

毒的研究推动了我国汽油无铅化的进程；他有关新生儿听力

筛查的研究使“十聋九哑”成为历史。

他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一教材《儿科学》（第七版），

主编儿科学方面专著 8部，发表学术论著 300余篇，其中在

《Lancet》、《Human Molecular Genetics》、《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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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ics》等国际杂志发表的 SCI论文 70篇。

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的研究项目于 2000年、2006年和

2011年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 2010 年教育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 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 年教育部科技

进步三等奖等，并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通用汽车中国科技成就奖、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

并先后获得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卫生部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全国优秀院长

等殊荣：被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是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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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沈蓓莉

沈蓓莉，女，汉族，1963年 6月生，上海人，1994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

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1985年至 2009 年，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三

秘、副处长、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

2009年 2月起，历任党群外事协调局局长、七局局长、

一局局长、研究室主任（正局级）和办公厅主任（正局级）

等职。

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11月，任驻英国使馆公使。

2017年 2月，任中联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

2018年 7月至 2020年 7月，任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

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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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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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怀进鹏

怀进鹏，男，汉族，1962年 1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

1986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 9 月参加工作，研究

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 年 09月

-1996年 0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1980年 07月，从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毕业

1980年 09月-1984年 09月，在吉林工业大学（现吉林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并获得学

士学位。

1984年 09月-1987年 09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

程系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专业学习，并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1986年 0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 09月-1994年 06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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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系教师。

1990年 09月-1993年 12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工程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师从李未教授，并获

得工学博士学位。

1992年 11月，获得副教授职称，并任职软件教研室副

主任

1993年，获得国家教委首批“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计

划资助

1994年 06月-1997年 06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

算机系副主任、教授（1994年 11月晋升）

1995年 09月-1996年 0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高

级访问学者

1997年 06月-2000年 12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

算机系主任

2000年 12月-2003年 01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

2003年 01月-2003年 04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

2003年 04月-2009年 05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

委常委、常务副校长（2006年 02月明确为正局级）

2008年 03月-2008年 07月，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一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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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05月-2015年 02月，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副部长级）（2009 年 11月，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

（2011年 09月-2011年 11月 在中央党校第 50期省部

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5年 02月-2016年 12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党组成员，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2015年 06月）

2016年 12月-2017年 08月，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2017年 08月-2017年 0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书记

2017年 09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2021年 0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专职，分管日常工作）、书记处第一书记

2021年 07月，任教育部党组书记

2021年 08月，任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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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宋军继

宋军继，男，汉族，1965年 8月生，山东招远人，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

2000.05-2004.08，美国纽海文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现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

记。

1987.07—1991.09 烟台大学团委干事，电子系团总支副

书记、书记；

1991.09—1994.06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

1994.06—1995.04 山东省烟台市黄金研究所办公室主

任兼烟台市黄金广场筹建处主任；

1995.04—1997.03 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

职）；

1997.03—2000.01 山东省海阳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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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2004.11 山东省蓬莱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

2000.05-2004.08，美国纽海文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4.11—2007.02 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其

间：2001.09-2005.07，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区域经济专业博士

研究生）；

2007.02—2009.08 山东省淄博市委常委、秘书长（其间：

2006.03—2009.08，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2009.08—2013.03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山东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厅级）；

2013.03—2015.07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党组

书记；

2015.07—2016.02 山东省聊城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代理市长、党组书记；

2016.02—2019.05 山东省聊城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市长、党组书记；

2019.05—2020.08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负责省政府办公厅党组工作，主持办公厅全面工作）；

2020.08—2020.09 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办

公厅党组书记、主任；

2020.09—2021.01 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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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党组书记、主任；

2021.0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厅

党组书记。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山东省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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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迟楠

迟楠，女，复旦大学通信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6 年 7 月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1

年 4 月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丹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担任博士后，被聘为助理教

授。英国 University of Bristol 担任副研究员。

教育部 2006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2007 年度湖北省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8年上海市曙光学者，日本大川情报

基金获得者，2009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2019 年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美国光学学会 OSA Fellow，中国电子学

会女科学家俱乐部轮值主席。

现为中国光学学会纤维与集成光学专委会常委委员，中

国通信学会光通信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高速调制光

传输机制与技术、光与无线融合网络和光电子集成器件。在

可见光通信研究方面，迟楠教授研制了国内首个高速实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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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光通信系统样机，在第 15 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展出并获得

创新奖。

1996 年 7 月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1

年 4月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2001年 7月至 2004年 12 月，于丹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担任博士后，被聘为助理教授。

2005年 1月至 2006年 4月，于英国 University of Bristol

担任副研究员。

2006年 6月作为高级人才加入华中科技大学，破格晋升

为教授，博导。

2008年 6月加入复旦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是高速调制光传输机制与技术、光与无线

融合网络和光电子集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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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虎

张虎，男，汉族，1967 年 1 月生，山东汶上人，1988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7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地

理学系自然地理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公共

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2002.09—2003.08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1984—1988年 北京大学地理学系自然地理学专业学习

1988—1991年 中山大学地理学系自然地理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

1991—1996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利局科员、副主任科员

1996—1997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利局工程管理处副处长、

科技教育处副处长（1996.03—1997.04挂职任广州市水利局

物资供应公司副经理）

1997—1999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利局局长助理、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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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处长（1997.09），广州市珠江堤岸防护工程建设办公室

主任、广州市区防洪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1999—2005 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其间：

2002.09—2003.08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公共管

理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5—2008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利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8—2009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务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9—2011年 广东省广州市水务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1—2012年 广东省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2—2015年 广东省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5—2015年 广东省深圳市委常委

2015—2017年 广东省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党组副书记

2017—2018年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党

组副书记

2018—2019年 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党组书记

2019—2019年 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

2019—2020年 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20—2022年 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22— 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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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广东省法学会会长，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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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靖

张靖，男，1974年 1月生，山西文水人，现任山西大学

光电所所长和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带头人、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美国光

学学会会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02年，在英国威尔士班

戈大学 S.L.Braunstein教授量子信息小组做博士后。

1995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专业。

1995年，考入山西大学光电研究生，师从彭堃墀院士。

2001年，山西大学光学专业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同年留

校任教。

2000年，在日本国家计量研究所从事全固化单频绿光激

光器碘分子光频标的实验研究。

2002年，在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 S.L.Braunstein教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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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小组做博士后。

2003 年 ， 在 法 国 巴 黎 高 等 师 范 学 院 物 理 系

Kastler-Brossel实验室开展超冷费米气体冷却的实验研究。

2004年，在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从事连续变量量子通信

和超冷原子的实验与理论工作。

2007年，在国内首次实现费米气体量子简并。

2012年，在国际上首次实验产生了自旋轨道耦合的量子

简并费米气体。

2017年，入选 2018年度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SA Fellow)。

2019年，入选 2019年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

2021年，当选山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主要从事连续变量量子信息、超冷原子、以及激光技术

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包括主持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项（项目首席），国家 973课题 3项和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项。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

术刊物 Nature 子刊、Phys. Rev. Lett.、 Phys. Rev. A等杂志

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被 SCI 他人引用 4000 余次。张靖教授

已培养毕业硕士和博士生 30 多名。其中，指导的博士研究

生王鹏军的学位论文《超冷玻色费米气体的集体原子反冲行

为和 Feshbach共振》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指

导的博士研究生付正坤于 2013年在 Nature Phys.发表学术论

文 ；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黄良辉于 2016年在 Nature Phys.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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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并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其

学位论文获 2016 年度全国光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还曾

获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新世纪

国家百千万人才，山西省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山西省“新

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333 人才工程”，三晋学者，山西省

五一劳动奖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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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文显

张文显，男，汉族，1951年 8月出生，河南省南阳市人，

1975年 11月入党，1970年 2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法

学硕士，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一级

教授），博士生导师。二级大法官、著名法学家。曾任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吉林大学法学研究所（现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所长。1983.08—1985.01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光华法学

院名誉院长。

1970.02-1972.07 石油部二机厂工作。

1972.07-1974.08 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工作。

1974.08-1977.07吉林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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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07-1985.10 吉林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其间：

1979.09—1982.09 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09—1983.01 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1983.08—1985.0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1985.10-1988.10吉林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1988.10-1991.10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1988.10

破格晋升为教授，1989.10—1990.01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高级访问学者）。

1991.10-1994.01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3.10 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4.02-1996.02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996.02-2002.12 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996.09

—2000.07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

1999.09 转聘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2002.12-2004.07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2004.07-2007.12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2007.12-2008.01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8.01-2013.0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

2013.11-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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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05月，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 06月，受聘吉林大学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

教授（一级教授）。

2015年 1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

学院教授。

2015年 7月任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

第五、六、七届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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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玉卓

张玉卓，男，汉族，1962年 1月生，山东寿光人，1985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2.09-1993.09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

张玉卓在新型煤化工等领域取得多项创新成果。主持建

成全球首套年产 108万吨油品的煤直接液化装置并实现安全

稳定长周期运行。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1 项、省部级奖项 5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

著 3部。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1978.10-1982.09 山东矿业学院地质系煤矿矿山测量专

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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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9-1985.07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采

矿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07-1989.01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其间：1986.03-1989.01在北京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系岩石力学专业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

1989.01-1994.08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特

殊采煤研究室副主任（其间：1992.09-1993.09在英国南安普

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4.08-1995.06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副

所长（1993.10-1995.05美国南伊利诺依大学研究员）

1995.06-1997.01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助理（其间：

1996.01-1996.07在美国南伊利诺依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97.01-1998.07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

1998.07-1999.03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中煤科技集

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98.02-1999.02挂职任兖州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9.03-1999.06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院长，中煤科技集团

公司董事长

1999.06-2002.01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中煤科技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2002.01-2003.08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

国神华煤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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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8-2008.12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

成员兼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12-2009.07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组成员；

2009.07-2014.05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组成员，中国侨联副主席（兼）（其间：2012.09-2012.11

在中央党校第 52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1.12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2014.05-2017.03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

记兼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侨联副主席

（兼）（其间：2015.11-2016.01 在中央党校第 58 期省部级

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7.03-2018.05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侨联副主席（兼）

2018.05-2018.08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侨联副主

席（兼）

2018.08-2020.01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

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20.01-2020.03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组书记

2020.03- 2021.07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112

党组书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员

2021.07-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2021.08-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专职，分

管日常工作）、书记处第一书记。

中共十五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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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立同

张立同，女，中共党员，1938年 4月 14日生于重庆市，

祖籍辽宁海城，航空航天材料专家。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国

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1989～1991 年在美国 NASA 空

间结构商业发展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

1938 年 4 月生于重庆市，1956 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

航空学院热力加工系，1958年随国家院系调整到西北工业大

学热加工系学习铸造专业，1961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

1976年，张立同成功攻克困扰航空熔模铸造生产十几年

的刚玉型壳高温变形问题，研究发展了保温壳型工艺和低热

应力熔铸工艺，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个无余量叶片。

1980年，用铜川上店土壳材料铸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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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低粗糙度无余量空心导向叶片。

1984年 4月 15日，张立同主持的“薄壁复杂无余量整

体铝合金构件石膏型熔模铸造技术研究”通过了部级鉴定。

1989年 4月～1991 年 1月在美国 NASA空间结构材料

商业发展中心作高级访问学者。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该研究

机构的中国高级学者，承担了美国未来大型空间站结构用陶

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和指导研究生工作。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底，张立同等人制出了第一批性能合格的陶瓷基

复合材料试样，接着又成功突破了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制

造工艺与设备的一系列核心技术，使材料性能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同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4年，张立同主持的“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

合材料应用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使该奖项在连

续 6年空缺后实现了“零”的突破。

2007年当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代表。

2014年 9月 22日，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

大会在北京举行，张立同荣获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称号。

2015年 10月，张立同团队专著《自愈合陶瓷基复合材

料制备与应用基础》经化学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专

著是张立同院士团队编著的连续纤维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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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著之一。

张立同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材料和制造技术研究，在氮

化硅结合碳化硅、自增韧碳化硅、定向自生共晶硼化物复合

材料、硅炭氮纳米吸波材料以及连续纤维增韧钡长石复相玻

璃陶瓷复合材料等方面均取得新突破。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116

二十大代表：张会平

张会平，男，1978 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 年毕业

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03年获中国地质科学院硕士学位，

2006年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学位。2008年及 2014

年分别在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从事访问学者研究。

目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地震学会构造地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Tectonics》期刊副主编。

已发表 SCI论文 40篇，核心期刊论文 21篇，其中第一

作者/通讯作者 SCI论文 13篇，指导学生一作 SCI论文 6篇。

曾获中国地震学会 2012 年第八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

论文奖，中国地震局 2014年度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2015 年第十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2015年 8月入选 2014 年中组部“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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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拔尖人才计划，2016年 6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

秀青年基金“构造地貌学”资助，2018年 1月获国家科学技

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主要从事构造地貌、河流地貌及其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完成和在研的科研项目主要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编号: 20070420415）“南北地震带中段水系形态及

其与地震构造的关系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

项目（编号: 4070202）“积石山（峡）地区黄河第四纪侵蚀

下切速率研究－10Be原地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约束”，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编号: 41272196）“青藏高

原东北缘大夏河流域瞬时地貌发育特征及其控制因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41622204）“构造地貌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41761144071）“上新世-更新世死

海断裂和阿尔金断裂地区地貌演化过程、走滑速率及其动力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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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国旺

张国旺，男，汉族，福建建瓯人，1964年 10月出生，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7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

大专学历，在职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0.03--2002.07 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攻读

硕士学位，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福建省漳州市委书记，漳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1.09--1983.08 福建省供销学校财会专业学习

1983.08--1986.02 福建省南平电缆厂财务科科员

1986.02--1987.05 福建省南平电缆厂财务科见习副科长

1987.05--1994.06 福建省南平电缆厂财务科副科长、科

长（1985.09--1988.07参加沈阳工业大学工业财务会计专业在

职大专学习）

1994.06--1996.11 福建省南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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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1996.11--1996.12 福建省南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财务部经理

1996.12--1998.04 福建省南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部经理

1998.04--1998.11 福建省南平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998.11--2001.02 福建省南平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总经理（正处级）（1997.05--1999.05参加厦门大学经济

所产业经济专业进修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01.02--2001.06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2001.06--2001.12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

2001.12--2002.01 福建省南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2002.01--2004.04 福建省南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党委副书记（2000.03--2002.07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4.04--2006.04 福建省南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党委副书记、支援前线办公室主任

2006.04--2011.06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委书记

2011.06--2011.09 换届待安排

2011.09--2015.09 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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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016.10 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6.10--2017.01 福建省南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17.01--2018.06 福建省南平市委副书记

2018.06--2019.02 福建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南平

市委副书记

2019.02--2020.02 福建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0.02--2020.03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

2020.03--2020.09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

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

2020.09--2021.06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

书记、市长

2021.06-- 福建省漳州市委书记，漳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

福建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中共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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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晓强

张晓强，男，汉族，1975年 11月生，浙江庆元人，1996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 8月参加工作，浙江林学院

林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2001.03—2002.08

美国新泽西肯恩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

1992.09—1996.08 浙江林学院（今浙江农林大学）林学

专业学生

1996.08—1998.08 浙江省庆元县屏都镇党委组织干事

1998.08—1999.02 共青团浙江省庆元县委书记（公选）

1999.02—1999.03 浙江省丽水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公选）

1999.03—2000.07 浙江省丽水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党组

成员

2000.07—2001.04 浙江省丽水市卫生局负责人、党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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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4—2003.01 浙江省丽水市卫生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其间：2001.03—2002.08 美国新泽西肯恩大学公共管理

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2003.01—2006.04 共青团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党组书

记（其间：2005.11 中国共产党丽水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2006.01—2006.06 丽水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6.04—2007.05 浙江省景宁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

县长（正处级）

2007.05—2007.06 浙江省景宁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常务

副县长（正处级）

2007.06—2009.01 浙江省景宁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正处级）（其间：2008.03—2008.06 参

加浙江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9.01—2009.05 浙江省景宁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正处级）

2009.05—2010.02 浙江省遂昌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

书记、代理县长

2010.02—2011.11 浙江省遂昌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

书记、县长

2011.11—2015.05 浙江省德清县委书记

2015.05—2018.02 浙江省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

2018.02—2019.01 浙江省台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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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代市长

2019.01—2019.12 浙江省台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2020.01—2020.04 广东省汕尾市委书记

2020.04—2020.05 广东省汕尾市委书记，汕尾军分区党

委第一书记

2020.05—2022.05 广东省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汕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22.05— 广东省委常委，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中共十九大代表，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汕尾市

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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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张家胜

张家胜，男，汉族，1968年 10月生，湖北江陵人，1989

年 8月参加工作，1994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1.04--2002.10 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

院学习，获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现任湖北省黄冈市委书记，黄冈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5.08--1989.08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生

1989.08--1994.02 荆州地委办公室工作

1994.02--1997.10 荆州市委办公室副科级干事、副科长

（1996.05）

1997.10--2000.04 荆州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

2000.04--2000.10 荆州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招

标办公室主任

2000.10--2003.12 荆 州 市 沙 市 区 副 区 长 （ 其 间 ：

2001.04--2002.10 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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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习）

2003.12--2005.12 荆州市沙市区委常委、副区长（其间：

2004.12--2005.12兼任沙市区行政学校校长、区政府行政服务

中心主任）

2005.12--2010.10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成

员（公开选拔）（其间：2008.07--2010.10湖北省援疆干部领

队、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副书记）

2010.10--2011.02 黄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直机关

工委书记、社会工委书记

2011.02--2011.11 黄石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直机

关工委书记、社会工委书记、党校校长（2011.03）

2011.11--2012.01 黄石市委副书记

2012.01--2012.08 黄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

安局党委书记

2012.08--2013.12 黄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13.12--2015.10 黄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石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第一书记

2015.10--2017.04 湖北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7.04--2017.05 宜昌市委副书记

2017.05--2017.06 宜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

市长、党组书记

2017.06--2021.04 宜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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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2021.04--2021.05 黄冈市委书记

2021.05-- 黄冈市委书记，黄冈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

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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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平

陈平，男，汉族，1965年 4月出生，河北省无极县人，

198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6 月参加工作，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

历，理学硕士。

现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984.09-1988.06，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

1988.06-1992.08，河北省供销社人事处工作（其间：

1990.01-1990.12，参加河北省直蹲点帮县工作队，任宽城满

族自治县宽城镇供销社副主任）

1992.08-1998.01，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科员、副主

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8.01-2002.07，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其

间：1999.10-2000.10，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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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2.07-2003.04，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副处长

2003.04-2003.05，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调研员

2003.05-2003.08，磁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

2003.08-2006.04，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其间：

2005.09-2006.01，在河北省委党校正处级优秀中青年领导干

部培训班学习）

2006.04-2007.06，磁县县委书记

2007.06-2009.06，涉县县委书记

2009.06-2009.07，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涉县县

委书记

2009.07-2013.03，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3.03-2013.04，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候选人

2013.04-2016.07，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工政府常

务工作）

2016.07-2016.08，廊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市政

府党组书记

2016.08-2016.09，廊坊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

组书记

2016.09-2019.07，廊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

书记

2019.07- ，河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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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第九届、十届省委委员，第五届、六届廊坊

市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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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旭

陈旭，女，汉族，1963 年 7 月生，河北保定人，1984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教授。1996年 8月-1997年

8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物理系访问学者。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1981年 9月-1986年 7月，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本科学习，获学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1986年 9月-1989年 7月，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硕士学位。

1996年 8月-1997年 8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物理系访

问学者。

2002年 9月-2005年 7月，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在职

研究生学习，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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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2005年 05月，任清华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2006年 0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7年 1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09年 06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2009年 1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2013年 12月-2022年 0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

部长级）。

2022年 02月，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022年 06月，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

第九、十、十一、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主要从事超高真空技术、质谱分析和检漏技术等领域的

教学科研工作。

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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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希

陈希，男，汉族，1953 年 9 月生，福建莆田人，1970

年 12月参加工作，1978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

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催化动力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

硕士学位，研究员。1990年-1992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

者。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

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

1970年-1975年 福州大学机械厂工人

1975 年-1979 年 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

习

1979年-1979年 福州大学化工系教师

1979 年-1982 年 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催化动力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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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984年 清华大学校团委军体部部长、副书记

1984年-1987年 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校党委学生工作部

副部长、校党委常委

1987年-1990年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校团委书记

1990年-1990年 清华大学教师，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短期

培训班学习

1990年-1992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1992年-1993年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系党委副书记

1993年-2000年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体委

主任（其间：1997年-1998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1999.07被评为研究员）

2000年-2002年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2002年-2008年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2008年-2010年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10年-2011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

2011年-2013年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持常务

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2013年-2017年 中央组织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正

部长级）

2017年-201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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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

部部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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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雍

陈雍，男，满族，1966年 10月出生，辽宁北镇人，1988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8月参加工作，辽宁师范大

学政治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

分校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工商

管理硕士。

现任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84.09--1988.09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专业学习

1988.09--1991.08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科学社会主义专

业硕士研究生

1991.08--1993.02 辽宁省监察厅政策法规处干部

1993.02--1996.03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工作

人员

1996.03--1998.12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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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2--2001.10 辽宁省监察厅厅长助理（正处级）（其

间：2000.08--2001.08挂职任辽宁省大连市纪委常委、市监察

局副局长）

2001.10--2002.10 辽宁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厅长助理

（副厅级）

2002.10--2004.09 辽宁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其

间：2003.04--2004.04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工商

管理硕士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4.09--2008.05 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07.07免）

2008.05--2010.12 辽宁省沈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0.12--2011.02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室干部

2011.02--2011.12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室正局级纪律

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

2011.12--2013.05 中央纪委绩效管理监察室主任

2013.05--2014.03 中央纪委执法和效能监督室主任

2014.03--2015.04 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2015.04--2016.12 监察部副部长

2016.12--2018.10 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

委员会主任（2018.01）

2018.10--2019.01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

委员会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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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021.07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

委员会主任

2021.07--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中共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

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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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文兴

陈文兴，1964年 12月 28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纤维

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

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一流学科“纺织科学与工程”

学科负责人。1999 年 12月至 2000 年 02月，获得日本国际

教育基金资助，赴信州大学功能高分子学科做访问学者，并

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生物机能专攻工学博士学位。

1964年 12月 28日，陈文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

1980年 09月至 1984年 07月，就读于浙江丝绸工学院

丝绸工程系制丝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84年 09月至 1987年 02月，就读于浙江丝绸工学院

丝绸工程系丝绸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1987年 02月至 1990年 06月，担任浙江丝绸工学院机

电工程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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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06月至 1994年 10月，担任浙江丝绸工学院机

电工程系讲师。

1992年 09月至 1994年 02月，获得包兆龙包玉刚中国

留学生奖学金，前往日本国立信州大学功能高分子学科进修。

1994年 10月至 1999年 11月，担任浙江丝绸工学院纤

维分院副教授。

1996年 03月至 1999年 03月，就读于浙江大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99年 11月至 2005年 07月，担任浙江丝绸工学院（现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教授。

1999年 12月至 2000年 02月，获得日本国际教育基金

资助，再赴信州大学功能高分子学科做访问学者，并通过论

文答辩获得生物机能专攻工学博士学位。

2001年 01月至 2001年 06月，担任日本京都工艺纤维

大学先端纤维学科客座研究员、教授。

2005年 07月至 2007年 06月，担任浙江理工大学材料

与纺织学院常务副院长。

2007年 06月至 2010年 08月，担任浙江理工大学材料

与纺织学院院长。

2008年 02月至 2012年 12月，担任先进纺织材料与制

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2年 10月，担任纺织纤维材料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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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

2010年 08月至 2016年 06月，担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校

长。

2016年 06月，担任浙江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19年 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文兴长期从事纤维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

陈文兴始终坚守着初心，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

产教融合，培养“三创人才”，推动相关产业技术走向国际

领先地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

贡献。

陈文兴发明了高效液相增黏反应器，自主研制了成套聚

合装备，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全球涤纶工业丝生产

领域的一次技术革命，是中国从化纤大国走向化纤强国的一

个重要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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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四清

陈四清，男，汉族，1960年出生，湖南人，中共党员。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澳大利亚莫道克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建财务信用系。

1990年，加入中国银行，在湖南省分行工作多年并外派

中南银行香港分行任助理总经理。

2000年 6月至 2008年 5月，先后担任中国银行福建省

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总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广东省分

行行长。

2008年 4月，任中国银行党委委员。

2008年 6月，任中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4年 1月，任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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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任中国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

2014年 4月，任中国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2017年 7月，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

2017年 8月，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

2019年 4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

2019年 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十九大

代表，兼任中国现代金融学会会长、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

方主席、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金融

协会（IIF）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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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吉宁

陈吉宁，男，汉族，1964年 2月生，吉林梨树人，1984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 4月参加工作，研究生毕业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系统分析专业），工学博士，教授。

1989.07-1992.11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析专

业攻读博士学位，获理学博士学位；1992.11-1994.12 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博士后。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

中国组委会主席。

1981.09-1986.07 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

专业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6.07-1988.10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1988.10-1989.07 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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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

1989.07-1992.11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

析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2.11-1994.12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

1994.12-1998.03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1998.03-1999.07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

1999.07-2006.02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2006.02-2007.12 清华大学副校长；

2007.12-2012.01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局级）；

2012.01-2015.01 清华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2015.01-2015.02 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

2015.02-2017.05 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7.05-2017.06 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

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党组副书记；

2017.06-2018.01 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

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18.01-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中共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北京市

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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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水工业分会理事长等职。

长期致力于环境系统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将系

统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环境工程、规划、管理和政策研

究，特别是如何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综合性评估及其中的不

确定性问题。组织、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国家攻关、重大专项、

基础研究以及国际联合科研项目等。

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专项、“973”攻关和省部级及国

际合作项目，指导了 20 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

近 140篇。

2001年和 2004 年他先后主持了国家环保局“辽河流域

‘十五’环境规划”和“全国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框架与行动

方案”；

2000年至 2005 年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科技部“滇池流域

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和“污水回用技术、政策和规划研

究”等重大研究工作。他是国际预测环境变化专家组成员、

国际水协议程委员会委员，以及环境未来国际顾问委员会委

员等多个国际专业学会和中国环境学会环境技术分会主任

等多个国内学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以及理事，是多个

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

1999 获首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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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计划；

2001年和 2005年两次获得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

奖；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研究示范课题》被评为 2003 年全

国十大建设科技成就；

2004年获清华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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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安丽

陈安丽，女，汉族，1963年 12月生，湖北汉川人，1984

年 7月参加工作，1985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图

书馆学专业大学毕业，工商管理硕士，助理研究员。

2010.03--2012.06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西省委党校校长、

山西行政学院院长。

1980.09--1984.07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学习

1984.07--1987.12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干部

1987.12--1991.06 湖北省委科教部政研室、高校工委组

织处正科级干事

1991.06--1993.12 湖北省高校妇女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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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级）（其间：1993.02--1993.06湖北省第 9期高校党校

培训班学习）

1993.12--1996.04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组织处副处长

1996.04--1998.02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组织处处长

1998.02--2000.07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委组织处处

长（其间：1998.05--1998.06湖北省委党校县处级女干部培训

班学习）

2000.07--2003.05 湖北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2003.05--2008.12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

2008.12--2009.01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

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主任督学（正

厅级）

2009.01--2013.02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党组副书记，省

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主任督学（其

间：2010.03--2012.06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2.03--2012.04中央党

校厅局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3.02--2016.05 湖北省黄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其间：2014.10--2014.11中组部、住建部经济结构转型与

城市建设管理专题研究班赴德国学习）

2016.05--2017.04 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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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17.06 湖北省随州市委书记

2017.06--2018.01 湖北省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

2018.01--2019.05 湖北省副省长

2019.05--2019.07 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9.07--2021.04 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

党校（省行政学院）第一副校（院）长

2021.04-- 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西省委党校校

长、山西行政学院院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山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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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昌旭

陈昌旭，男，汉族，籍贯、出生地贵州绥阳，1970年 1

月出生，1988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90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央党校政治理论专业毕业。

2008.09--2010.11 在贵州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席库提米

分校合作举办的项目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班学习，获魁北

克大学硕士学位。

现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书记，兴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8.12--1991.05 贵州省绥阳县宽阔区岩坪乡秘书、乡

团委书记；

1991.05--1992.07 贵州省绥阳县宽阔区岩坪乡副乡长；

1992.07--1993.02 贵州省绥阳县宽阔镇政府筹备组副组

长；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151

1993.02--1995.11 贵州省绥阳县宽阔镇副镇长（其

间:1995.03--1995.06在贵州省遵义地委党校中青班学习）；

1995.11--1997.08 共 青 团 贵 州 省 绥 阳 县 委 书 记

（1994.09--1997.07在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08--1998.04 贵州省绥阳县旺草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

1998.04--2000.10 共青团贵州省遵义市委副书记；

2000.10--2001.11 共 青 团 贵 州 省 遵 义 市 委 书 记

（1998.08--2000.12在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1.11--2002.03 贵州省正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

县长；

2002.03--2002.10 贵州省正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2.10--2002.12 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正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2.12--2007.02 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其

间 :2005.09--2005.11 在 贵 州 省 委 党 校 地 厅 班 学 习 ；

2003.03--2006.01 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理论专业学

习）；

2007.02--2008.01 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2008.01--2011.04 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党组书记，省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其间:2008.09--2010.11 在贵州大

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席库提米分校合作举办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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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班学习）；

2011.04--2012.07 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保留正厅长

级），瓮安县委书记，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2012.07--2012.08 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

市长（保留正厅长级）；

2012.08--2016.08 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8--2022.03 贵州省铜仁市委书记。

2022.03--贵州省黔西南州委书记。

中共十九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贵州

省委委员，九届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中国共产党铜仁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共兴义军分

区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一书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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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春声

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人，1959年 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

头市澄海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

访问学者；1993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

学者；1995 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1996

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者；1997年，加拿大麦吉

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1998年，英国牛津大学中

国研究所访问学者；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

者；2000年—2001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

2001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者。

现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1982 年在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 年在中山

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

位。

1991 年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1994 年起任中山

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院长，2000年起任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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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2001年起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

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 3月起任中山大学副

校长。2012年 3月，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常务副书记（正厅级）

兼副校长。

2015年 9月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

员，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学术经历：1992 年，香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1993

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5年，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1996年，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访问学者；1997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

心博士后研究；1998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9 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者；2000 年—2001

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2001年，香港科技

大学人文学部访问学者；2003 年－2004 年，台湾暨南国际

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07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客

座教授；2007年，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客座教授，台湾暨

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兼）。

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高等院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

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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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

研究。在历史学计量研究和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两个学术领域

有较大成绩。正在主持多项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国家重

大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计划，重点进行族群与区域文化、民

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曾获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两项广

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

养计划”，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入选首批“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广东省教学名师”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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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玲玲

陈玲玲，女，2009年毕业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获

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同

年 5月受聘于康涅狄格大学干细胞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

于 2010 年 5 月任助理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党委委员、研究员。2009年毕业于美国康涅狄

格大学医学院获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硕士学位。

2011 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研究员。2017年任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霍德华休

斯医学研究所(HHMI)国际研究员。2020 年 9 月，荣获第二

届“科学探索奖”。2020年 10月 15日，荣获第十六届中国

青年科技奖特别奖。

2021年 6月 9日，上海市妇联公布了 2019-2020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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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陈玲玲获标兵提名奖。

2009年 5月作为独立PI获得 Connecticut Stem Cell Seed

Award研究经费资助，受聘于康涅狄格大学干细胞学院从事

博士后研究，并于 2010年 5月任助理教授。2011 年 1月任

上海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担任国际期刊 Trends in genetics、

Genome biology、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编委。

2011年 1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

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 RNA编辑和长非编码 RNA对基

因表达调控和干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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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超英

陈超英，男，汉族，1958年 11月生，河北蠡县人，1975

年 11月参加工作，1991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利时布

鲁塞尔自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

学位，研究员。1986.09—1988.11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计算机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现任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

1975.11—1978.01 河北省徐水县城关公社城内大队知

青

1978.01—1982.01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电器专

业学习

1982.01—1986.09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七研究所七室技术干部

1986.09—1988.11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计算机科

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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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1—1993.03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 七研究所一室专业组组长、主任助理（1992.01 评为高

级工程师）

1993.03—1995.03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七研究所十室副主任

1995.03—1995.12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 七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兼十室副主任（1995.10 被评为研

究员）

1995.12—1998.09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七研究所副所长

1998.09—1999.10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

七 0七研究所所长

1999.10—2000.08 天津市科委主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 0七研究所所长

2000.08—2002.12 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委主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 0 七研究所所长

（2002.04免）

2002.12—2003.02 天津市委常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

委主任

2003.02—2009.05 天津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委书记、

科技工委书记（其间：2006.09—2007.0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

部进修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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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012.12 辽宁省副省长

2012.12—2014.08 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

2014.08—2016.12 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6.12—2017.10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

记

2017.10—2018.03 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

书记、纪工委书记

2018.03—2018.06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驻国

务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2018.06—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驻国务院国

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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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陈新武

陈新武，男，汉族，1968年 7月出生，湖北黄冈人，1988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7月参加工作，美国俄亥俄

大学商学院毕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1986.09—1990.07 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学生

1990.07—1997.05 湖北省黄冈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干事、

副科长，黄冈市社科联办公室主任（其间：1990.10—1992.11

黄梅县濯港镇、大河镇宣传干事）

1997.05—2002.11 湖北省黄冈市委办公室干部、办公室

督查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其间：1999.05—1999.06黄冈

市委党校科干部学习；2001.04--2002.08参加湖北省委组织部

组织的青年干部赴美培训班，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2002.01—2003.12 共青团黄冈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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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005.12 湖北省黄梅县委副书记、县长（其间：

2005.10—2005.12挂职任浙江省杭州市发改委主任助理）

2005.12—2008.06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2008.06—2009.02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2009.02—2009.03 湖北省孝感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9.03—2012.08 湖北省孝感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

市长、党组副书记

2012.08—2015.09 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

党组成员

2015.09—2016.1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正厅级）、党组成

员、书记，省援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协助主任负责日常工

作）、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2016.12—2017.01 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代理市长

2017.01—2021.04 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

市长

2021—2022.06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援疆工

作办公室主任

2022.06— 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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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省援疆工作办公室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

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2022年 6月 2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新武为省委常委。

2022年 9月 29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免去陈新武的湖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2021年 2月 25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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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范波

范波，男，汉族，1969年 10月生，湖北洪湖人，1990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7月参加工作，吉林工业大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在职硕士研究生，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1987.09—1991.07 吉林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工程系焊接工

艺及设备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1.07—1997.07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艺所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农机试验站副站长（副处级）

1997.07—1998.10 机械工业部人事劳动司办公室副处级

干部

1998.10—2000.11 中央纪委驻国家机械工业局纪检组、

监察局副处级干部，综合室副主任（1998.09—2000.06吉林

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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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

2000.11—2003.07 国家计委人事司委属处助理调研员，

综合处副处长

2003.07—2009.08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综合处副处长、

处长，机关干部处处长（2005.08—2007.09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

2009.08—2016.08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巡视员、副

司长（其间：2012.07—2012.10挂职任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党组成员；2012.10—2016.02挂职任四川省政府副秘

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16.08—2016.09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综合协调组组长（正司长级）兼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

副司长

2016.09—2018.11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党组书记，

省物价局局长、省西部开发办（攀西办）主任

2018.11—2020.01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党组书记，

省西部开发办（攀西办）主任（兼）

2020.01—2022.07四川省自贡市委书记

2022.07—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四川省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四川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委员（2022年 1月不再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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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易纲

易纲，男，汉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经济学

博士，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

行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

1978年-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

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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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

2002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

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 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 0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

间：2006年 9月-2007年 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 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 0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

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 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 0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2013

年 7月-2018年 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8年 0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

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

易纲教授的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

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

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1991年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

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2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

币供给机制。1993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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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至今参加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

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

1994 年论述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1995 年调研了

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1996年

提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

组做成“最后的晚餐”。1996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

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在

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

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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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易先荣

易先荣，男，汉族，1972 年 12月出生，湖北公安人，

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

生学历。2001.04--2002.09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学习，获

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1.09--1995.07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系刑事司法专业学

习

1995.07--1995.09 湖北省十堰市烟草专卖局干部

1995.09--1996.10 湖北省丹江口市烟草专卖局干部

1996.10--1997.07 湖北省十堰市烟草专卖局干部

1997.07--1999.03 下派湖北省郧西县六斗乡扶贫

1999.03--1999.07 湖北省十堰市烟草公司黄龙批发部主

任（副科级）（其间：1996.09--1999.06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

学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学习，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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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7--2000.11 湖北省竹山县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

支部书记

2000.11--2003.12 湖 北 省 郧 县 副 县 长 （ 其 间 ：

2001.04--2002.09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学习，获得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2003.12--2006.11 湖北省郧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常务）

2006.11--2008.10 湖北省竹溪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县长

2008.10--2008.11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

2008.11--2011.05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其间：2011.02--2011.05第三批公选高级外交官培训班学员）

2011.05--2014.05 驻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事，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2014.05--2016.11 湖北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党组成员、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2016.11--2017.01 湖北省黄冈市委常委

2017.01--2018.12 湖北省黄冈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

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社会主义学院院

长

2018.12--2019.01 湖北省黄冈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人选，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

主席，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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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021.06 湖北省黄冈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

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协助市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

2021.06-- 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

2021.12-- 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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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罗怀容

罗怀容，1975年 4月出生，1999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2004-2008 美国堪萨斯

大学医学中心和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 20余项，多次担任科技部评审专

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荣获泸州市拔尖人才等

称号。

1994-1998 兰州大学生物学系，学士

1998-2003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

2004-2008 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和迈阿密大学医学

院，博士后

2008-2016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2016-至今 西南医科大学（原泸州医学院）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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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药研发上，罗怀容课题组发现的能起到抗抑郁和抗

衰老作用的一种小分子——M084已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在西南医科大学，罗怀容算得上是“最好找”的教授之

一。多数时候，她都在药学院实验室里和学生一起做秀丽隐

杆线虫（简称线虫）的实验。即便在暑假，她也“两点一线”，

几乎天天和线虫打交道。

为何研究线虫？答案是：线虫有很多与“抗衰老”相关

的秘密，比如线虫能在饥饿状态下使细胞进入静止阶段，身

体发育停滞等。这些年，罗怀容都在和团队一起研究线虫自

身的衰老机制，也在研究哪些中药能影响线虫健康寿命等，

一方面希望能延长人类健康寿命，另一方面也努力为四川培

养更多医药研发人才，为泸州医药产业发展献计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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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周文

周文，女，汉族，1966 年 8 月生，贵州大方人，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贵州工学

院地质系地质矿产勘查专业、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公共管

理专业、南京农业大学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研究

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10.03-2011.03，新加坡国立

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毕业。

现任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党委委员、书记、厅长。

1982.09—1986.07，贵州工学院地质系矿产地质专业学

习;

1986.07—1990.10，贵州省地质学校教师;

1990.10—1993.05，贵州省地矿局组织部干部;

1993.05—1996.10，贵州省地矿局组织处主任科员;

1996.10—2000.11，贵州省地矿厅(局)团工委副书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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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工作);

2000.11—2007.11，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人事教育处处长;

2007.11—2010.12，贵州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总队

长、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局局长;

2010.12—2015.02，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期间：2006.12-2011.12，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学位毕业;2010.03-2011.03，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

士学位毕业) ;

2015.02—2017.02，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

局局长、党委委员；

2017.02—2018.01，任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党组

书记。

2018.01—2018.10，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8.1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党委书记、厅长。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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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周祖翼

周祖翼，男，汉族，1965年 1月出生，浙江天台人，1984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1993年 3月至 1994年 3月为英国威尔士大学皇

家学会访问学者。

现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

1984年 0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地质学系，获理学学士学

位

1989 年 10 月在同济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2至 1993年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副教授、

副系主任；1993年 3月至 1994年 3月为英国威尔士大学皇

家学会访问学者）

1994年 04月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研究员、

副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1996年 1月受聘为博士生导师；

1997年10月至 1998年10月为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学院（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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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系访问教授）

1998年 08月任同济大学理学院党委书记（2000年 8月

起兼任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主任；2002年 7月至 2004年

4月兼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2002年 07月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4年 12月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同济大学副校长

2007年 06月任同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局级）兼

同济大学副校长

2008年 11月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局级）

2011年 11月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2014年 08月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级）兼干

部二局局长

2016年 10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019年 05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2022年 04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022年 05月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

2022年 06月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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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郑和

郑和，男，汉族，上海市人，1958年 11月出生，中国

共产党党员，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战术专业毕业，研

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上将军衔。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早年曾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先后担任过陆军第 31 集

团军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201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

2015年 0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2016年 01月，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管理

部部长。

2017年 0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2017年 0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

202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6年 7月，晋升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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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晋升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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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郑高清

郑高清，男，汉族，1966年 1月生，江西上饶县（今广

信区）人，1986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 7月参加

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2001.08-2003.07国立南澳大学在职

MBA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现任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西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987.07-1992.02 江西光学仪器厂技术员（1987.07江西

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

1992.02-1993.03 江西省上饶县经委干部

1993.03-1993.11 江西省上饶县二轻局副局长、副书记

1993.11-1996.07 江西省上饶县供电局副局长、兼任江西

和兴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西上饶赣兴电子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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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7-1997.08 江西省上饶县二轻局副局长，兼任上饶

县建材厂厂长（正科）

1997.08-1998.06 江西省上饶县手工联社主任、长城企业

集团总经理

1998.06-2001.05 江西省上饶县手工联社主任、长城企业

集团总经理，兼任上饶县二轻总公司党委书记（其间：

1997.09-1999.07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在 职 研 究 生 班 学 习 ，

2000.09-2000.12上饶市委党校青干班学习，2001.08-2003.07

国立南澳大学在职MBA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2001.05-2002.11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政府副县长

2002.10-2002.12 江西省委组织部派浙江省德清县挂职

锻炼

2002.11-2006.01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

2006.01-2010.04 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0.04-2013.12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委书记

2013.12-2019.01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委员、副主任

2019.01-2020.09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

2020.09-2022.08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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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十五届江西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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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孟振平

孟振平，男，1962 年 10月出生，汉族，山西临猗人。

1982年 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毕业，

高级会计师。2001.03—2002.06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加州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1978.08—1982.08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学生

1982.08—1986.04 山东省电力局财务处干部

1986.04—1989.05 山东省电力局财务处副科级干部

1989.05—1992.10 山东省电力局财务处主任会计师

1992.10—1993.02 山东省邹县发电厂副厂长、党委委员

1993.02—1996.07 山东省电力局经营部副主任

1996.07—1997.06 山东省电力局副总会计师

（期间：兼任华夏银行董事，并于 1995.06—1997.0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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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研究生进修班学习）

1997.06—1999.03 国家电力公司审计局副局长

（期间：1998.02—2001.05兼任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

监事会召集人，1998.03—2002.06 兼任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

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1999.03—2000.08 国家电力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副

主任

2000.08—2001.10 国家电力公司综合计划与投融资部

主任

2001.10—2002.12 河南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期间：2001.03—2002.06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加州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2.12—2015.05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2015.05—2018.08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党组副

书记、总经理

2018.08—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

记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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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孟祥飞

孟祥飞，男，汉族，中共党员，1979年 10月生，山东

临沂人，高级工程师。2007年公派美国留学。

现任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应用研发部部

长。

2006年，孟祥飞考入南开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攻读博士。

物理研究需要大规模计算平台支撑，当时国内超算资源不足，

孟祥飞前往国外留学。

2008年，孟祥飞回国后，得知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筹

建的消息，他毅然放弃所有的工作机会加入新团队。“一定

要研发中国自己的‘超算’！”这个念头，让孟祥飞作出了

自己的人生选择。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超算中心连办公室

都没有。孟祥飞和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机

柜等体力活做起。100多台机柜，他们用双手组装完成；为

了在离地 60 厘米的机柜下接通信线路，他们躺在地上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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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几个小时。人员紧张，孟祥飞带头承担系统运维和晚间

值班任务。

没日没夜奋战 7个月，“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实

现了稳定运行。在国外，这通常需要 12到 18个月。

2010年，在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大会上，“天河

一号”一举摘下了“世界最快”桂冠。听到消息，孟祥飞眼

泪夺眶而出。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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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项昌乐

项昌乐，1963年 4月 15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设计及理论专家，大连理工大学党委

书记（副部长级），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车辆传动

重点实验室（北理工分部）主任、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交通

学部委员。1999年至 2000年在美国访问学习。

1984年、1987 年、2001 年，项昌乐分别获北京理工大

学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其间：1999 年至

2000年在美国访问学习），历任北京理工大学车辆研究室副

主任、主任。

1997年，任车辆传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理工）主任。

2000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原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常务副

院长。

2002年，任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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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入选国家教委全国“跨世纪人才计划”。

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4年 11月，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15年 0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2016年 06月，任中国科协常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挂职）。

2019年 11月，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其间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1年 10月，任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项昌乐是特种车辆传动技术领域的领军人才，一直从事

特种车辆传动的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发等工作；承

担重大基础研究、重大背景预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等科研项目多项；攻克车用大功率液力变矩器、液力机械

综合传动和机电复合传动的关键技术，主持研发系列大功率

液力变矩器、液力机械综合传动系统，实现系列装备批量应

用；发明并主持研发大功率机电复合传动系统，并在型号中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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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赵亚夫

赵亚夫，男，汉族，1941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农技

专家、句容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顾问，中共十四大代表，中

国农民丰收节江苏推广大使。1982年，赵亚夫赴国外学习，

学会了草莓种植新技术。

曾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63年，赵亚夫向镇江农科所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立下“为农民服务一辈子”的初心。1966年 3月，他正式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

1982年，赵亚夫赴国外学习，学会了草莓种植新技术。

回国后，他在句容推广种植 2万多亩草莓，帮助一批农民增

收致富。

2001年，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之

后，赵亚夫来到天王镇戴庄村，大力推广桃、葡萄、梨、有

机水稻新品种的种植新技术。

曾任镇江农科所所长、党委书记，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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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

究员。

中共十四大代表。

1961 年 9 月参加工作。48 年来，赵亚夫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把致富百姓作为毕生的追求。他先后引进推广种

植了 180万亩的应时果品，给农民带来 25.5亿多元的收益；

他创新产销模式，帮助农民建立了“赵亚夫农产品合作联社”

等专业协会和合作社 50 多家；他编写多达百万字的农民科

技读物，每年免费为农民上辅导课 100多场，累计培训农民

达 30 万人次。他引进消化了 170多项日本新技术，出版了

《草莓品种栽培技术》《无花果栽培新技术》等专著，倡导

建设了全省最大的“茅山有机农业圈”，在全国率先编制了

《江苏句容农业和农村发展总体规划》。他以戴庄有机农业

合作社顾问的身份无偿为农民服务，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

间忙碌在田间地头，创立的“戴庄模式”坚定了农民对脚下

土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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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赵声良

赵声良，男，汉族，1964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

昭通人，出生地云南昭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馆员。

1998～2000年，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获文学硕

士学位（美术史专业）。1996 年 5 月～1998 年 5 月，东京

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访问学者。

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学习经历：

1980～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

士学位。

1998～2000年，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获文

学硕士学位（美术史专业）。

2000～2003年，在日本成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获文

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

1984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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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副主任。

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

编辑委员会委员。

2002年，任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2003年，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

2005年，任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

2009年，入选为甘肃省“领军人才”。

2016年 3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2016年 12月，任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9年 5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2021年 8月，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海外学术经历：

1996 年 5 月～1998 年 5 月，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访

问学者。

1998年 5月，赴日本德岛参加“蓝染学术讲演会”（日

本蓝染协会主办），发表讲演：《丝绸之路壁画中的蓝色》。

1999年 11月，在东京参加由日本东方学会主办的“东

方学会第 49 次全国会员总会”，发表论文：《榆林窟第 3

窟山水画研究》。

2000年 7月，参加由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会、香港大学主

办的“纪念藏经洞发现 100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发表

论文：《敦煌唐代山水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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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参加由日本东方学会主办的“第 47届国

际东方学者会议”，发表论文：《唐代净土经变的空间构成》。

2005年 3-4月，赴印度考察佛教艺术，调查了山奇大塔、

阿旃陀石窟、埃洛拉石窟、奥里萨等佛教艺术遗迹进行了深

入考察。

2007年 5月，参加“敦煌与中亚收集品研究国际学术会”

(伦敦,IDP主办)，发表《敦煌早期佛像样式及源流》。

2008年 9～11月，受聘为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为研

究生开设“敦煌艺术研究”课程。

2009年 2月，应邀在日本筑波大学举办学术讲座：“世

界遗产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

2009年 4月，赴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调查俄国收

藏敦煌文献及艺术品。

2010年 3～7 月，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

系研究员。调查整理普林斯顿大学藏敦煌石窟旧照片。期间，

先后调查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地收

藏的敦煌绢画及中国古代绘画作品。

2012年 3月，参加日本成城大学举办的“隋及初唐敦煌

莫高窟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隋及初唐敦煌壁画

山水画》。

2012年 6月 1～30日，赴法国调查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

及敦煌绘画品。并应邀在法国远东学院作敦煌学专题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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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赵嘉鸣

赵嘉鸣，男，汉族，1972年 10月生，江苏南通人，1995

年 10月参加工作，1997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编辑。1990.09-1995.10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语

言文学系公派留学。2001.10-2004.03 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

从事文学专业研究，并获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1990.09-1995.10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语言文学系公派

留学

1995.10-1996.01 人民日报国际部亚太组助理编辑

1996.01-2000.02 人民日报驻朝鲜记者站助理记者、记者

2000.02-2001.06 人民日报国际部亚太组编辑

2001.06-2001.11 人民日报国际部亚太组副组长

2001.11-2004.05 人民日报驻朝鲜记者站记者（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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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004.03 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从事文学专业研究，

并获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

2004.05-2007.06 人民日报驻朝鲜记者站首席记者（正处

级）

2007.06-2007.08 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编辑

2007.08-2007.12 人民日报社外事局正处级干部

2007.12-2009.09 人民日报社外事局副局长

2009.09-2010.08 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副主任

2010.08-2016.11 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主任

2016.11-2017.11 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对外交流合作

部主任

2017.11-2020.05 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其间：2018.03

-2018.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20.05-2021.05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国际部主任

2021.05-2022.03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2022.03-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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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胡和平

胡和平，男，汉族，1962年 10月生，山东临沂人，1986

年 8月参加工作，1982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东京大

学土木工程系河川与流域环境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教授。1992.09-1995.09，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

系河川与流域环境专业博士研究生。

现任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

和旅游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0.09-1986.08，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农田水利专业、

水资源工程专业学习

1986.08-1990.03，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师，系党委学

生工作组副组长、组长

1990.03-1992.09，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党委副书记

（1986.09-1990.07，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学及河流动力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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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09-1995.09，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河川与流域

环境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5.09-1996.12，日本 INA株式会社河川计划部工作

1996.12-1997.03，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师

1997.03-2000.01，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副主任

2000.01-2002.11，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党委书记

2002.11-2003.09，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

2003.09-2004.08，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

2004.08-2006.02，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兼人才资源开发

办公室主任

2006.02-2006.08，清华大学副校长

2006.08-2007.12，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

2007.12-2008.12，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其间：

2008.03-2008.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08.12-2013.11，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2013.11-2015.04，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5.04-2015.05，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

2015.05-2016.03，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2016.03-2016.04，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省政

府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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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016.10，陕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

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兼），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2016.10-2016.12，陕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

书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2016.12-2017.10，陕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

书记

2017.10-2017.12，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

记

2017.12-2018.01，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2018.01-2020.07，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0.07-2020.08，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书记

2020.08-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党

组书记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共十

八大、十九大代表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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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柯瑞文

柯瑞文，男，汉族，江西瑞昌人，1963年 12月生，研

究生，中共党员。1986年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毕业，

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2 年获南昌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3年获挪威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1986.08—1993.01，江西省九江市邮电局总工办、市话

科干部；

1993.01—1995.04，江西省九江市邮电局电报科、移动

公司副科长、经理；

1995.04—1996.12，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副处长；

1996.12—1998.11，江西省吉安地区邮电局局长；

1998.11—1999.04，江西省移动通信局局长；

1999.04—2000.05，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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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5—2002.04，江西省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

2002.04—2003.09，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市场部经理；

2003.09—2012.03，江西省电信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2012.03—2017.02，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

成员；

2017.02—2018.09，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

副书记；

2018.09—2018.10，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董事；

2018.10—2019.04，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

运营官、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2019.0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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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钟南山

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 10月 20日出生

于江苏南京，福建厦门人，呼吸病学学家，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抗击非典型肺

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曾任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

科大学）党委书记、院长及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

会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

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1979年至 1981年，赴英国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

钟南山出生于医学世家；1958年 8月，在第一届全运会

的比赛测验中，钟南山以 54秒 2的成绩，打破了当时 54秒

6的 400米栏全国纪录。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

大学医学部）；2007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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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获澳门科

技大学荣誉医学博士；201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

2019年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2020年 8月 11日，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9月 4日，

钟南山入选 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9月 3日，

入选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评估专家组名单；11月 3日，

钟南山被授予 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2月 15日，获颁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2月 19日，

获授澳门特区政府颁发的大莲花荣誉勋章。

钟南山长期致力于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成果丰硕，成绩突出。2021 年

11月，担任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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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侯建国

侯建国，1959年 10月出生于福建平潭，化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

主席团执行主席。1991年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 1995年在美国俄勒冈

州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1976年 10月侯建国参加工作。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学习。198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在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

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1年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 1995年在美国俄

勒冈州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基础物理中心工作。199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2000年至 2005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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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 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2008年后担任校长。2015年至 2016

年担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16年至 2017年担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2017

年至 2018 年担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书记、副

局长。2018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0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侯建国主要从事纳米材料与结构、单分子物理与化学、

扫描隧道显微学研究，在纳米结构和单分子高分辨表征与控

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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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潘功胜

潘功胜，男，汉族，1963年 7月生，安徽省安庆市人，

1993 年 5 月加入民盟，199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剑桥大学博士后学者及哈佛

大学高级研究员。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1987.09-1990.06，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经济学硕

士

1990.09-1993.06，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博士

1997.10-1998.09，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博

士后访问学者

1993.09-1999.09，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住房信贷部副处长

1999.09-2000.03，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处长

2000.03-2003.04，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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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部副部长

2003.06-2004.05，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

2004.06-2005.10，中国工商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股

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2005.10-2007.01，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股份制改

革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07.01-2008.04，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兼战略管理

与投资关系部总经理

2008.04-2009.01，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01-2010.0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行长

2010.04-2012.06，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执行董事、副行长

2012.06-2015.12，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5.12-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金融青联常委，中国金融学会理

事，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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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熊四皓

熊四皓，男，汉族，1969年 3月生，江西高安人，1993

年 8月参加工作，1992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加坡国立

大学公共行政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

士学位，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行政与管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毕业，管理学硕士。

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学习经历

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理学学士。

复旦大学/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行政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管理学硕士。

工作经历

1997年 5月任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传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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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6 月任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传输研究室主任

（副处级）

2001年 2月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2002年 6月起先后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网络与信

息安全组副处长、处长、副组长

2008年 7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

2013年 1月任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15

年 4 月 16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许达哲宣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任命决

定：熊四皓同志任哈工大党委委员、常委、常务副书记。）

2015年 04月，任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委员、常委、

常务副书记

2019年 12月，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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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廖岷

廖岷，男，汉族，1968年 12月生，江西南昌人，1989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嘉济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

北京大学 86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90级经济学院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2006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学位。

1999年 8月至 2000年 7月任中国光大集团（香港）执

董办副处级干部；

2000年 7月至 2003年 4月分别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办

公室副处级干部、处长、主任助理；

2003年 4月至 2016年 11月分别任中国银监会办公厅正

处级干部、副主任、主任、系统团委书记，上海银监局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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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局长；

2016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局局长；

2018年 3月至 2018年 5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四

局局长；

2018年 5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

部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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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蔡敬民

蔡敬民，男，汉族，1963年 7月生，安徽庐江人，1985

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然科学博士，韩国顺天香大学教

育学名誉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

1984年 7月，由合肥联合大学留校参加工作。

1985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1988年，在德国东福里斯兰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1993-199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99-2002 年，赴德国参加德国科学与教育部重点项目

“海洋生理活性物质”研究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

分别于 1996年和 2001年，取得副教授和教授专业技术

职务。

2002年，获德国耶拿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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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获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先后担任合肥联合大学教工团总支书记、实验室主任、

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

2003.6-2009.7，合肥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09.7-2013.11，合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2013.11-2019.8，合肥学院党委书记

2019年 8月，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2022年 1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十次党代会代表、安徽省十届、十一届、十二届、

十三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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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蔡允革

蔡允革，男，汉族，1971年 12月生，河北霸州人，1996

年 8月参加工作，199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4.09—2005.09 英国沃里克<

华威>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89.09—1993.09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工业经济专业学

习

1993.09—1996.08 四川大学对外经济贸易系世界经济

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6.08—2004.04 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干部，信贷

管理司、银行监管二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2004.04—2007.0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

管二部监管七处副处长、城市信用社属地监管指导处副处长

（其间：2004.09—2005.09英国沃里克<华威>大学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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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7.08—2008.1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

（党委办公室）信访处处长

（2006.07—2007.12借调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工作；

2002.09—2008.0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学专业在职

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8.11—2013.04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

2013.04—2014.05 中国光大银行办公室总经理、党委办

公室主任

2014.05—2014.08 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

2014.08—2016.07 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董事会秘书、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总经理、党委办公室

主任

2016.07—2020.09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2020.09—2021.03 交通银行监事长、党委副书记

2021.03—2022.05 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2022.05—2022.06 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

副市长

2022.06—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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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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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窦贤康

窦贤康，1966年 1 月 23日出生于安徽泗县，空间物理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委副书记、校长、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93年获得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遥感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3 年窦贤康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

年获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遥感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后在法国

国家科研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5年回国后进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地球和空间科

学系副主任、常务副院长、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2005年

至 2016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2010年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3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

境重点实验室主任；2016 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2017 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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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窦贤康从事中高层大气理论、观测与实验综合研究。

1966年 1月 23日，窦贤康出生于安徽泗县，高中就读

于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

1983年 09月-1987年 0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空间物理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85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 09月-1988年 0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并获得硕士学位。

1988年 09月-1989年 06月，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进行法语培训。

1989年 07月-1990年 08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并获得硕士学位。

1990年 09月-1993年 06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遥感物理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93年 07月-1995年 02月，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5年 03月-2000年 01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

教授。

1997年 05月-2001年 02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科学系副主任。

1998年 09月-1999年 02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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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授。

2000年 01月-2016年 12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

2001年 02月-2002年 01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科学系副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

2002年 01月-2003年 11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

2003年 11月-2004年 06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

长助理，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常务副院

长、党总支书记。

2004年 06月-2005年 09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

长助理，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院长。

2005年 09月-2015年 0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

校长、党委常委。

2006年 08月，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参加部分高校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9年 11月，参加中管高校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学习。

201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1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资

助。

2013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5年 07月 31日，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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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单。

2015年 05月-2016年 12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正局级）、副校长。

2015 年 09 月-2016 年 01 月，在中央党校，参加第 39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一班学习。

2016年 10月-2016年 11月，在中央党校，参加高校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6年 12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

常委；同年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7年 04月，担任武汉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同年 11月，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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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赖蛟

赖蛟，男，汉族，1972 年 4 月出生，重庆人，199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成都理工学

院勘察与机电工程系勘察工程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

理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理学硕士。

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1.09--1995.07 成都理工学院勘察与机电工程系勘察

工程专业学习

1995.07--1997.06四川省荣昌县双河镇工作人员、镇党委

委员（1995.12）

1997.06--1998.03重庆市荣昌县委办公室干部

1998.03--1998.09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副主任科

员

1998.09--2000.10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社务二处处长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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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0--2003.12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副处

长

2003.12--2004.02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

2004.02--2006.05重庆市商委改革发展处处长

2006.05--2009.03 重 庆 市 商 委 副 主 任 （ 其 间 ：

2006.05--2006.08 挂职任重庆市信访办信访督查专员；

2008.03--2009.03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

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9.03--2012.07重庆市商委（市粮食局）副主任（副局

长）

2012.07--2013.03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

员

2013.03--2013.06重庆市渝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2013.06--2016.03重庆市渝北区委副书记、区长，两江新

区龙兴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2016.03--2016.09重庆市商业委员会主任

2016.09--2020.03重庆市忠县县委书记

2020.03--2020.0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2020.04--2021.07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

成员

2021.07--2021.09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自治区法学会会长人选，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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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021.11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自治区法学会会长人选

2021.11--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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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蓝天立

蓝天立，男，壮族，1962年 10月生，广西河池人，1985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 2月参加工作，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博士，副研究员。2006.02-2007.0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

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组书记。

1980.02-1983.09 广西宜山县石别小学、隆安小学、塘利

小学教师

1983.09-1987.07 广西民族学院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

1987.07-1992.10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干部

1992.10-1996.09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高技术处副处长

1996.09-1998.09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高技术处调研员

兼中国科技开发院广西分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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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9-2002.01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

员（1996.09-1999.07 广西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

学专业学习；2001.09-2001.11自治区党委党校地厅级领导干

部进修班学习）

2002.01-2003.04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

员，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兼）（其间：2002.03-2002.07 中央

党校西部班学习）

2003.04-2007.04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

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兼），中国科技开发院广西分院理事长、

院长（2006.03兼）（其间：2005.10-2006.01 外交学院学习；

2002.09-2007.0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6.02-2007.02 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7.04-2007.07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副书记、副市

长、代市长

2007.07-2008.01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8.01-2008.02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书记

2008.02-2011.11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其间：2010.03-2010.07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

2011.11-2011.1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

成员，河池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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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013.0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

成员，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规划建设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兼），凭祥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兼），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

书记（2012.10兼）

2013.04-2015.0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

成员

2015.04-2016.08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6.08-2016.09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2016.09-2018.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广西行政学院院长（兼至 2018.02）

2018.01-2020.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20.10-202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

民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党组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

202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席、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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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谢明勇

谢明勇，男，1957年出生于江西分宜，籍贯江西宜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3年 04月，在德国波恩大

学食品科学与食品化学研究所修读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多特

蒙德光谱化学与应用光谱研究所任助研。

1982 年，谢明勇本科毕业于江西工学院化工系；1988

年，在华东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德国波恩大

学营养学博士学位；1999年 1月，任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

品工程学院副院长；2000年 7月，任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

品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南昌大学中德食品工程中心主任；

2004年 5月，任南昌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16年 5月，

被增选为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2021 年 11月，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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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明勇长期在南昌大学从事食品营养科学与技术领域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

1974年 10月，谢明勇在江西省分宜县介桥农科所做知

青。

1978年 03月，在江西工学院化工系基本有机化工专业

学习，任团支部书记。

1982年 01月，任江西工学院化工系教师。

1985年 09月，在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修读硕士研究生，

任班长。

1988年 01月，任江西工业大学食品工业学院教师（1991

年 09 月至 1992 年 07 月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国家教委德语

班进修生）。

1992年 11月，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德语中级结业班学

员。

1993年 04月，在德国波恩大学食品科学与食品化学研

究所修读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多特蒙德光谱化学与应用光谱

研究所任助研。

1998年 02月，任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教

授。

1999年 01月，任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副

院长。

2000年 07月，任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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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南昌大学中德食品工程中心主任。

2000年 08月至 2004年 04月，任赣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助理（挂职锻炼）（2001年 11月至 12月江西省第六期优秀

中青年专家培训班学员）。

2002年 02月，任南昌大学食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现：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4年 05月至 2017年 04月，任南昌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

2014年，获国际食品亲水胶体基金会大奖（全球每年仅

1位）。

2016年 05月，被增选为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2021年 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

士。

谢明勇致力于食源性多糖与果蔬发酵研究，带领团队把

益生菌发酵技术引入果蔬现代加工领域，历时十余年技术攻

关，突破多个技术瓶颈，创制了一个果蔬益生菌发酵上中下

游全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创新体系，率先掌握适合工业化生产

的果蔬发酵菌种及其菌剂制备等核心技术，开发了具有“安

全、营养、美味、方便”等鲜明特征的益生菌发酵果蔬全新

系列产品。他主持完成“改善胃肠道功能系列健康产品研发

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创制“养胃”系列健康产品，并

实现产业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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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曾益新

曾益新，1962 年 10 月出生，湖南娄底人，198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临

床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2年 07月至 1995年 01月，留学日

本东京都立老人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博士

后、访问学者。1995 年 01月至 1997年 03月，留学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央保健

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1962年 10月，出生于湖南涟源，成长于湖南省会同县。

1984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 07月，毕业于衡阳医学院（今南华大学），获

得医学学士学位。

1990年 07月，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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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990年 07月至 1992年 07月，任广东省人民医院老年

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治医师。

1992年 07月至 1995年 01月，留学日本东京都立老人

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博士后、访问学者。

1995年 01月至 1997年 03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医学院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1997年 03月至 1997年 10月，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副主任、肿瘤研究所所长。

1997年 10月至 2014年 04月，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主任、肿瘤医院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

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任华南肿瘤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0年 08月至 2011年 08月，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

2011年 04月至 2011年 08月，任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1年 08月至 2015年 11月，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02月，任北京医院院长。

2017年 02月至 2018年 03月，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党组成员，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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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03月，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

员，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2022年 5月，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

中共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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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韩胜延

韩胜延，男，河北张家口人，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团

到国外留学。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

历任空军第三师师长、空军第一师师长、成都军区空军

副参谋长。

2011年 07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2013年 06月，任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2016年 09月，任西部战区副司令员。

2018年 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

中共十七大代表。

2009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2017年 8月 1日晚间的视频报道显示，韩胜延佩戴中将

军衔领章出席座谈会。意味着，已晋升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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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彭树杰

彭树杰，男，汉族，安徽蚌埠人，1963年 5月生，199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记者，硕士研究生。20 世纪

80 年代曾先后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新闻系学习，20世纪 90年代还曾公派美国夏威夷大学留

学，硕士研究生，高级记者。

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983年 0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在安徽蚌埠教育

学院任教师，1989年 0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新闻系，同年到新华社对外部工作。

历任新华社对外部中央新闻采编室记者、副主任，对外

部中央外事新闻采编室副主任、主任。

1994年 07月至 1995年 05月公派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

2001年 05月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助理（副局级）。

2003 年 12 月任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200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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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兼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2014年 07月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兼国际

部主任。

2015年 11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

中共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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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彭金辉

彭金辉，男，彝族，1964 年 12月生，云南景东人，研

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1988年

6月参加工作，1989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09-1996.09

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博士后。1999.06-2000.06 英国布耐

尔大学博士后。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81.09-1985.07 昆明工学院冶金系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学习

1985.07-1988.06 昆明工学院冶金系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习

1988.06-1992.01 昆明工学院冶金系助教（其间：

1989.09-1992.01 昆明工学院冶金系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在职

博士研究生学习）

1992.01-1997.03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系教师（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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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09-1996.09 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博士后）

1997.03-2000.06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系副主任、党总支副

书记（其间：1999.06-2000.06 英国布耐尔大学博士后）

2000.06-2003.08 昆明理工大学材料冶金学院院长

2003.08-2004.01 昆明理工大学校长助理

2004.01-2013.09 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

2013.09-2016.02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16.02-2018.01 昆明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18.01-2018.03 海南省副省长

2018.03-2018.10 海南省副省长，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

记

2018.10-2018.12 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

2018.12-2020.12 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20.12-2022.05 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22.05-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彭金辉从事微波冶金基础理论、装备技术及工程应用研

究。发明微波冶金新技术，在多种金属提取过程实现工程应

用，拓展至化工、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向欧美等国内外单

位转让，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科技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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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商黎光

商黎光，男，汉族，1963年 11月生，河北巨鹿人，1984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 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

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

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1979.09--1981.09 河北省邢台地区财贸学校学习

1981.09--1984.03 河北省平乡县统计局统计员

1984.03--1987.10 河北省平乡县审计局副局长（其间：

1984.09--1986.07 邢台地委党校大专培训班学习）

1987.10--1989.06 河北省邢台地区纪委副科级干部、副

科级检查员

1989.06--1990.10 河北省邢台地区纪委研究室副主任

（正科级）

1990.10--1992.11 河北省纪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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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1--1994.04 河北省纪委办公室副处级纪检监察员

1994.04--1997.03 河北省纪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1997.03--1998.03 河北省纪委正处级纪检监察员

1998.03--1999.03 河北省纪委宣传教育室副主任（正处

级）（1995.09--1998.09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

习）

1999.03--2003.04 河北省纪委宣传教育室主任（2001.08

明确为副厅级）

2003.04--2003.10 河北省纪委常委

2003.10--2006.11 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其间：

2005.03--2006.1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6.11--2010.11 河北省纪委副书记（2004.09--2007.07

中央 党校研 究生 院在职 研究生 班法 学专业 学习；

2007.03--2008.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0.11--2013.03 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2013.03--2013.04 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3.04--2014.09 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4.09--2016.11 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

2016.11--2016.11 河北省委常委、沧州市委书记

2016.11--2017.06 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

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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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21.10 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04

主持山西省公安厅全面工作）

2021.10--2021.11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2021.11--山西省委副书记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山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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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常丁求

常丁求，男，1967 年出生，湖南衡阳人，1984 年招飞

入伍，空军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副司令

员。2003年，赴俄罗斯军事院校留学深造。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

员。

1967年，出生于衡阳；

1984年，进入飞行基础学校，其后成为飞行员、战斗机

飞行员；

1996年，担任空军部队的飞行大队长；

2000年，任空军航空兵某飞行团团长，其后担任空军歼

击航空兵第三师（隶属南空）副师长、师长等职；

2003年，赴俄罗斯军事院校留学深造；

2011年底，任空军参谋长助理，晋升为副军级；

2014年底，任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

201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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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202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2012年 7月，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

2018年 7月，晋升中将军衔。

2021年 9月，晋升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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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龚旗煌

龚旗煌，1964年 8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光学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副

部长级）、党委副书记，兼任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代

会执委会主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1994 年—1995 年，作

为前沿科学研究员，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访问研究。

龚旗煌于 1983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1989年获得北

京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8年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特聘教授；2001 年至 2017年担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9年至 2015年担任北京大学物理

学院副院长、挂职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2013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至 2017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

院常务副院长；2016 年担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17

年至 2019 年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8年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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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务长；2019年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

长；2022年 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副书记。

龚旗煌长期从事非线性光学前沿与时空小尺度光学研

究。

1964年 8月 15日，龚旗煌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

1979 年—1983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

并获得学士学位。

1983 年—1989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硕

博连读，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88 年—1989 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学习。

1989 年—1991 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物理系从事博

士后研究。

1991年—1995年，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学院）讲师、

副教授。

1994 年—1995 年，作为前沿科学研究员，在日本理化

学研究所访问研究。

1995年，晋升为教授。

1998年，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01 年 4 月—2017 年 3 月，担任北京大学人工微结构

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8 年，作为 DAAD 学者，在德国维尔兹堡大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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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

2009年 11月—2015年 7月，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副

院长。

2012 年 3 月—2014 年 3 月，挂职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

副部长。

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科学学部院士。

2015年 7月—2017年 10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

2016年，担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2017年 3月，担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7年 7月—2019年 12月，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2018年 10月，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同年，当选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9 年 8 月，兼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2 月，担

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2022年 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副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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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曹建明

曹建明，男，汉族，1955年 9月生，江苏南通人，1972

年 12月参加工作，1973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东政法

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教授。1988-1989年 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现任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1972-1975年 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前进饮食店职工，

向阳中心店党支部副书记、公司团委副书记

1975-1979年 上海市卫生局后方卫生处政工组负责人

1979-1983年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学习

1983-1986 年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硕士

研究生

1986-1986年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教师、系负责人

1986-1995年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副主任、主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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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8-1989年 比利

时国立根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0.07-1990.12 美国旧金

山大学访问教授）

1995-1997年 华东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1997-1999年 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1998.10

主持党委工作）

1999-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委

员会委员，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其间：

2001.03-2001.05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2-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

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2003-2008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审判

委员会委员

2008-2018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

委员会委员（2010年 11月，当选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新任

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

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际反贪局

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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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黄路生

黄路生，男，汉族，1965年 1月出生，江西上犹人，1984

年 7月参加工作，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遗传育种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赴

意大利留学就读于意大利都灵大学。1996年、1999年、2000

年分别赴法国国家农业科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或从事博士后工作。1991-1995 年，在莫斯科大学及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学习期间获中国自 1949 年建国以来畜

牧学专业第 1 位前苏联及俄联邦生物学专业科学博士（Dr.

Sc.,正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江西农业大学工作并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2011 年，黄路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 年当选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22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主任。

德国洪堡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第一主持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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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奖、

全国劳模等重要奖励。

现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1980——1984 年，在江西农业大学就读本科，1984 年

就读研究生，1987 年获生化遗传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2年和 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

1988年赴意大利留学就读于意大利都灵大学。

1996年、1999年、2000年分别赴法国国家农业科学院、

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从事博士后工作。

1991-1995 年，在莫斯科大学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学

习期间获中国自 1949 年建国以来畜牧学专业第 1 位前苏联

及俄联邦生物学专业科学博士（Dr. Sc.,正博士）学位，同年

回到江西农业大学工作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7年凭借“遗传标记在猪育种中的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以第一主持人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 3月被批准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农学院动物遗传学

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2000年及 2003 年分别被批准为华中农业大学和江西农

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国

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2002 年 2 月——2004 年 2 月，在英国剑桥大学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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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PI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 2年，任 Research Fellow（研

究员）。

2004年获江西唯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总理基金）资助，

2004年凭借“猪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及应用

研究”项目以第一主持人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

十五期间江西省高校和江西省农业领域唯 一的国家科技进

步奖励。

2006年 5月至 2007年 10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洪堡学

者。

2008年 8月起任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11年 6月 21日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2011年 12月 9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7年 3月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2012年主持完成的《仔猪断奶前腹泻抗病基因育种技术

的创建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22年 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2年 6月 28日，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青、

创新群体项目评审专家名单。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主任，德国哥廷根人文与科学学院通

讯院士，德国洪堡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全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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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专业技术人才，科技部/江西省部省共建猪遗传改良与养殖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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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浦虹

浦虹，女，汉族，1972年 12月生，云南宣威人，1993

年 7月参加工作，199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博士研

究生学历。2006.01--2009.12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并获得博

士学位。

现任云南省丽江市委书记，丽江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9.09—1993.07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

专业

1993.07—2001.10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团委书记、讲

师

2001.10—2005.12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2004.10评为副教授）

2005.12 — 2010.02 云 南 师 范 大 学 工 作 （ 其 间 ：

2006.01--2009.12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

2010.02—2011.04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

处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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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012.11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

长

2012.11—2015.08 曲靖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2013.10评为教授）

2015.08—2019.09 曲靖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2019.09—2020.09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云南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2020.09—2020.12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云南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云南省人 民

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2020.12—2021.02 云南省丽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

长、党组书记

2021.02—2021.06 云南省丽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党组书记

2021.06— 云南省丽江市委书记，丽江军分区党委第一

书记。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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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唐毅

唐毅，男，汉族，1975年 2月生，四川华蓥人，研究生

学历，公共管理硕士，1999年 7月参加工作，1998年 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02—2009.0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

共管理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

1995.09—1999.07 重庆大学贸易及法律学院贸易经济

专业学习

1999.07—2001.09 重庆市合川市盐井镇干部（其间：

1999.08—2000.08 挂职任合川市三江水泥厂厂长助理；

2000.03—2000.06重庆市委党校第二期选调生培训）

2001.09—2002.06 重庆市合川市委研究室体改办财经

科科长

2002.06—2003.03 重庆市合川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局



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

254

副局长

2003.03—2005.04 重庆市合川市金子镇党委书记、人大

主席

2005.04—2006.12 重庆市合川市官渡镇党委书记（其间：

2003.09—2006.06重庆市委党校区域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6.12—2010.10 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党委书记（其间：

2008.02—2009.0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学习，

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9.08—2010.10挂职任荣昌县副县

长）

2010.10—2015.06 重庆市荣昌县副县长（兼任荣昌工业

园区党工委书记）

2015.06—2016.12 重庆市荣昌区副区长（其间：2015.09

—2015.11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第二期中西部地区中青班学习）

2016.12—2019.12 重庆市荣昌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其间：2019.09—2019.12重庆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一班 1期学习）

2019.12—2020.03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

2020.03—2021.04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党组书记、市长

2021.04—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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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郭树清

å

郭树清，男，1956年 8月生，汉族，内蒙古察右后旗人，

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74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 6月-1987年 8月 赴英国牛

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

长，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1974年 8月-1978年 3月，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红格

尔公社插队

1978年 3月-1982年 2月，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

生

1982年 2月-1985年 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

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年 2月-1988年 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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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其间：1985年 2月-1988年 7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

士学位；1986年 3月-1986年 5月 借调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

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1986年 6月-1987年 8月 赴英国牛津

大学作访问研究）

1988年 9月-1993年 4月，国家计委经研中心综合组副

组长（副司级，1992年 4月，研究员）

1993年 4月-1995年 9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

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

1995年 9月-1996年 2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

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6年 2月-1998年 3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

组成员、秘书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年 3月-1998年 7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年 7月-2001年 3月，贵州省副省长

2001年 3月-2005年 3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

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 12月-2005

年 3月 兼任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其间：2004年 3月-2004

年 4月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A班学习）

2005年 3月-2009年 1月，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

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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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2009年 1月-2010年 7月，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

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

2010年 7月-2011年 10月，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

书记

2011年 10月-2013年 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席、党委书记

2013年 3月-2013年 6月，山东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

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3年 6月-2017年 2月，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

政府党组书记

2017年 2月-2018年 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党委书记

2018年 3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

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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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高志国

高志国，男，汉族，1965年 5月生，吉林省大安人，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6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日制本

科；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吉林省通化市委书记、通化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1984.09—1988.07 吉林工学院管理系学生

1988.07—1989.05 吉林工学院人事处工作

1989.05—1992.08 吉林省计划学会工作

1992.08—1994.12 吉林省计经委人事处科员

1994.12—1999.03 吉林省经贸委运行办副主任科员

1999.03—2000.08 吉林省经贸委运行办主任科员

2000.08—2004.06 吉林省经贸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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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副处长

2004.06—2004.11 吉林省经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处

副处长

2004.11—2009.03 吉林省经济委员会资源节约与综合

利用处处长

2009.03—2011.06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资源节约和

综合利用处处长

2011.06—2015.11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2015.11—2017.12 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2017.12—2019.07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2019.07— 吉林省通化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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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莫高义

莫高义，男，汉族，1964年 12月生，湖北石首人，1989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8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国

际关系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在职博士研究生（中

山大学专门史专业），历史学博士。2000.09-2001.08美国马

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学习。

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副主席（兼职）。

1983.09-1987.09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

1987.09-1990.08 中山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

研究生

1990.08-1993.11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师、副科

级秘书

1993.11-1999.01广东省委外宣办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9.01-2001.10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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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9-2001.08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学习）

2001.10-2008.07广东省委外宣办（省新闻办）副主任（正

处级）（1998.09-2005.06中山大学历史系专门史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8.07-2010.09广东省委外宣办（省新闻办）常务副主

任（副厅级）

2010.09-2013.05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外宣办

（省新闻办）主任

2013.05-2017.03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

届理事会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16.11

当选）

2017.03-2018.12广东省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

2018.12-2020.0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

级）

2020.03-2021.0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

监察组组长，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

2021.03-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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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穆叶赛·尼加提

穆叶赛·尼加提，女，1972年 7月生，医学博士，石河

子大学医学院主任医师。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血管生理和

血栓研究中心博士后经历和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阜外

心血管病医院博士后经历。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新疆急诊质控中心主任、新疆急救研究所所长。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

心及急诊医学一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血管生理和血栓研究中心博

士后经历和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博

士后经历，长期在临床、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新疆急

诊质控中心主任、新疆急救研究所所长，自治区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定点医院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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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精准医学学组委员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力衰竭分会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理事

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基础与转化医学分会委

员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心血管病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急诊医学教育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院院长

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学会委员

新疆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JCDR》杂志、《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志》、《中

国医药导报》、《慢性病学》等期刊编委

“心血管内科手册”副主译

治疗急诊重症、复苏学、院前急救、急诊管理、心血管

重症、疑难杂症、冠心病介入治疗等临床和基础研究。

带头完成国家级、国际合作及自治区级重点课题，发表

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 40余篇、SCI收录论文 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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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贺荣

贺荣，女，汉族，1962年 10月生，山东临邑人，1984

年 8月参加工作，1984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法大

学诉讼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一级大法官。

2002.09-2004.07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

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正部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

1980.09-1984.08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学

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4.08-1994.07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研究室书

记员、助理审判员

1994.07-1998.0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审

判员（其间：1995.09-1998.01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法学专业在

职研究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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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06-2001.07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研究室主

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1.07-2007.0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其间：2002.09-2004.07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

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4.03-2006.06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

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5.10-2006.10 挂职任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2006.09-2007.01 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

2007.05-2010.0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

记（正局级）

2010.02-2011.1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

记（其间：2010.03-2010.07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

习）

2011.12-2013.09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

委员

2013.09-2013.10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副

部级专职委员

2013.10-2017.0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

委员会委员

2017.03-2018.01 陕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8.01-2018.03 陕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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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任

2018.03-2020.04 陕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2018.05）

2020.04-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院长（正部长级）、审判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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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贺伟华

贺伟华，男，汉族，1968年 3月出生，河北围场人，研

究生学历，1991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 8月参加

工作。2008.05—2008.08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赴美国密苏里大

学访问学者。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书记。

1985.09—1987.08 内蒙古团校政治思想教育专业学习

1987.08—1993.02 共青团包头市委组织部工作（其间：

1988.09—1991.06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习）

1993.02—1993.12 共青团包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3.12—1996.05 共青团包头市委常委、联络部部长、

青联秘书长

1996.05—1997.11 土右旗发彦申乡党委副书记（“三五”

干部挂职，1997.08明确为副县级；1993.09—1996.07中国政

法大学专升本法学专业学习)

1997.11—1998.03 共青团包头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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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右旗发彦申乡党委副书记（“三五”干部挂职）

1998.03—2003.03 共青团包头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其间：1999.02—2000.01团中央权益部法制工作处挂职任

副处长；2000.08—2002.12内蒙古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班学习）

2003.03—2005.12 共青团包头市委书记、党组书记、纪

检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5.12—2008.07 包头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其

间：2006.02—2006.07内蒙古党校第十期中青班学习）

2008.07—2008.12 包头市九原区委副书记（保留正县级）

（2008.05—2008.08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赴美国密苏里大学访

问学者）

2008.12—2011.08 包头市白云矿区区委书记、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

2011.08—2011.11 包头市委常委、秘书长，白云矿区区

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2011.11—2015.04 包头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属机关

工委书记

2015.04—2015.11 包头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属机关

工委书记，市委改革办主任

2015.11—2015.12 包头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党组

副书记，市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市委改革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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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016.03 包头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党组副

书记，市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市委改革办主任

2016.03—2016.04 包头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党组副

书记，市行政学院副院长

2016.04—2017.10 包头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党组副

书记，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市红十字会会长

2017.10—2020.03 包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20.03—2020.04 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

书记、提名厅长

2020.04—2021.09 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

书记、厅长

2021.09—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内蒙古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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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骆清铭

骆清铭，男，1966年 1月出生，湖北蕲春人，生物影像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武汉光电国家研究

中心主任。1995年至 199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

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做博士后副研究员。

骆清铭 1986 年本科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1993年从华中理工大学博士毕

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 年至

1997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副研究员；

1997年创建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中心；1999年至 2007年担

任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院长；2000年

担任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7年当选国

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2007年至 2012年兼任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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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2007年出任华中科技大学副校

长；2011年受聘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2018

年被任命为海南大学校长、党委常委、副书记；2019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20年 4月受海南自贸港优秀人才表彰

大会表彰。2020 年 11月任海南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名誉

院长。

骆清铭一直从事信息光电子学与生物医学交叉的学科--

生物医学光子学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1966年 1月，骆清铭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

1982年至 1986 年，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4]

1986年至 1993年，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子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光学专业理学硕士和物理电子

学与光电子学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1993年至 199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工程系工作，

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95年至 1997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生物

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做博士后副研究员。

1997年 2月，创建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中心。

1999年 1月至 2004年 3月，兼任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系主任。

1999年 1月至 2007年 9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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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院长。

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8月，担任

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6年 1月，当选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委员。

2007年 3月，担任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常务副主

任；8月，出任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同年当选国际光学工

程学会会士（SPIE Fellow）。

2007年 7月至 2012年 6月，兼任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2011年 5月，出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同

年受聘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活体蛋白质功能的光学分

子成像新技术新方法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

2012年，当选国际工程技术学会会士（IET Fellow）。

2015年 7月，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2017年 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批准组建武

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骆清铭担任中心主任。

2018年 9月 15日，被任命为海南大学校长、党委常委、

副书记。10月 9日，被免去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常委、

委员职务。

2019年 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 4月 2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骆清铭同志予以

表彰，给予一次性人才补贴 300万元奖励，及相关待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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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受海南自贸港优秀人才表彰大会表彰。

2022年 4月，当选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8月，任海南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骆清铭在生物结构、功能及多分子事件信息获取方面做

出了较系统的创新性成果。创建了具有亚微米体素分辨率的

全脑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MOST）原理和技术，绘制出

亚细胞分辨的小鼠全脑三维神经元联接图谱。建立的全脑介

观图谱绘制体系已在脑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应用，为研究神经

元类型、神经环路和脑疾病模型等提供了重要手段。提出了

一种脑功能多通道近红外光学成像方法，检测到视皮层神经

活动的快信号。提出了一种时间衬比分析方法，将激光散斑

血流成像空间分辨率提高 5倍。在光学分子成像领域，观察

到细胞中绿色荧光蛋白探针存在双光子高阶光漂白效应。构

建了多种基于荧光蛋白的分子探针，实现了活细胞中多对蛋

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并行成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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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袁古洁

袁古洁，女，汉族，1968年 5月出生，贵州遵义人，博

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教授，1988年 7月参加工作，1992

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05-1997.05 韩国高丽大学高

级访问学者。

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1984.09-1988.07 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本科学习

1988.07-1990.08 广东省新技术进出口公司法律顾问

1990.08-1993.07 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习

1993.07-1994.08 广东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4.08-1997.07 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

生学习（其间：1996.05-1997.05 韩国高丽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997.07-2000.06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讲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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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2）

2000.06-2004.12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教授

（2004.04）

2004.12-2006.12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2006.12-2011.1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专

职副主任（其间：2008.11-2008.12广东省委党校厅级干部培

训班学习）

2011.10-2015.12 广东省阳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

间：2013.02-2013.05 挂职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党组成员；

2014.03-2015.01中央党校第 14期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习）

2015.12-2016.03 广东省阳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

政府党组成员

2016.03-2018.03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

检委会委员

2018.03-2018.10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

书记

2018.10-2019.04 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9.04-2019.05 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

2019.05-2019.06 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

组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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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021.04 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

长、党组书记

2021.04-2022.05 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

2022.05— 广东省委常委，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茂

名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2019年 1月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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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为宣传介绍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人员，中国留学人才发

展基金会于 10 月 16 日至 22 日设立“二十大代表中的留学

人员”专栏，进行为期 7天的报道，共介绍 118位二十大代

表中的留学人员。为向关注支持本栏目、关心关爱留学人员

事业发展的广大读者表示感谢，现将该栏目内容编辑整理，

集结成册，向社会发布。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

斗创造新的伟业。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愿同留学人员携手，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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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免责声明

本作品是为了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情况，宣传党的二十大代表中的杰出留学人员勇担历史

重任、践行报国使命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留学人员汲取榜

样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坚定报国志向，为推动祖国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力量。相关文章、图片等材料来源于

公开媒体报道和网络，本机构对于文章内容包含或引用的信

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不提供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

于引用或转载的信息，如涉及侵犯著作权，隐私权等合法权

益的，请与我机构联系，我们会及时依法处理以保障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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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SDF)

Authoriz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and initiat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SDF) was establishe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2007. It aims
to progressively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driv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facilita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careers.

The COSDF i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raising foundation. It was
registered a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missions of COSDF are: To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s, laws,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To be subject to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from our superior authority. To strive for
financial donations from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To organize donation activities and collect
don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verseas-educated
personnel’s careers. To assis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developing and
using human resources and talent market in China and overseas, and
actively encourage Chines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to return and serve
their country. To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Chinese overseas-educated talents to start up
their own business, contribute to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offer top-class service to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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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ao Weizhou,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vic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ssigned as director-general of COSDF. Mr. Wang Pijun,
secretary of the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is assigned as chairman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COSDF. Mr. Zhuang Liang, a member of the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is assigned as deputy director-general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The Business scope of COSDF:
1. Encourage overseas-educated talents to start up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serve their motherland inmany ways.
2.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exchange of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outstanding senior professionals. Support the senior domestic
professionals to study abroad, receive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courses. Provide consulting servic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alents exchange programs.
3. Recruit foreign professionals who possess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know-how and managerial know-how to work in China.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foreign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and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bases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Support R&D in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4. Encourage and support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to ser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5. Support and reward th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career of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nd reward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who have started domestic business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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