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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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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同志

王晨同志

杨晓渡同志

陈敏尔同志

孙春兰同志

刘鹤同志

张又侠同志

李强同志

胡春华同志

许其亮同志

陈希同志

李鸿忠同志

郭声琨同志

丁薛祥同志

杨洁篪同志

蔡
奇
同
志

陈全国同志

尤
权
同
志

黄
坤
明
同
志

（上接第三版）

丁薛祥同志简历
丁薛祥，男，汉族，1962年 9月生，江苏南

通人，1982年 8月参加工作，1984年 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
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兼国家主席办
公室主任。

1978-1982年 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
工程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

1982-1984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九室科
研人员

1984-1988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办公室
副主任、团委书记

1988-1992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办公室
主任、宣传部主任

1992-1994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九室主
任（其间：1993.09-1993.12上海市委党校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4-1996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长
（1989-1994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

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1996-1999年 上海材料研究所党委副

书记、所长
1999-2001年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正局

级）
2001-2004 年 上海市闸北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区长
2004-2006 年 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市编办主任，市委
党校副校长、校委会副主任，市行政学院副院长

2006-2007年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
公厅主任，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

2007-2012年 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
2012-2013年 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
2013-2015年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国

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2015-2017年 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

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
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晨同志简历
王晨，男，汉族，1950年 12月生，北京市

人，1969年 1月参加工作，1969年 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新闻业务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
位，高级编辑。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
记。

1969-1970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
下乡知青

1970-1973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
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

1973-1974年 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
干部

1974-1979年 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
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1984年 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

记者，群工部副主任
1984-1984年 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
1984-1986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
1986-1995年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

间：1991.09-1991.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
修班学习）

1995-2000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2000-2001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01-2001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001-2002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2002-2003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

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2003-2006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

全 国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 副 主 席（其 间 ：
2006.03-2006.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

2006-2008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
2008-2013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

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
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2013-2017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机关党组书记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
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鹤同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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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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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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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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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2.01-199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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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07-199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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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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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

许其亮同志简历
许其亮，男，汉族，1950 年 3 月生，山东

临朐人，1966年 7月入伍，1967年 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毕业，大专学
历。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空军上将军衔。

1966-1966年 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
学员

1966-1967年 陆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
师三三五团当兵锻炼

1967-1968年 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学员
1968-1969年 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69-1970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七十七团飞行员
1970-1973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独立大队飞行员
1973-1976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独立大队副大队长
1976-1980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独立大队大队长
1980-1983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副师长（其间：1982.03-1982.10空军指挥学
院军事高级班学习）

1983-1984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
师长

1984-1985年 空军第四军副军长
1985-1986年 空军上海指挥所参谋长
1986-1988年 国防大学基本系学员
1988-1989年 空军第八军代理副军长
1989-1990年 空军第八军参谋长
1990-1993年 空军第八军军长
1993-1994年 空军副参谋长
1994-1999 年 空 军 参 谋 长（其 间 ：

1994.09-1994.11国防大学战役进修班学习；
1998.07-1998.10 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
习）

1999-2004年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
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其间：2001.03-2001.07
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4-2007年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007-2007年 空军司令员
2007-2008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空军司令员
2008-2012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
司令员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
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委员

2013-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
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
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八届、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
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
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十七届七中全会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十八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
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十九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

孙春兰同志简历
孙春兰，女，汉族，1950年 5月生，河北饶

阳人，1969年 11月参加工作，1973年 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
1965-1969年 辽宁省鞍山工业技术学

校机械专业学习
1969-1974年 辽宁省鞍山钟表厂工人、

车间党支部委员、厂团委负责人、党委委员
1974-1975年 辽宁省鞍山市一轻局党

委常委、团委书记
1975-1977年 辽宁省鞍山市轻纺工业

局党委常委、团委书记
1977-1979年 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

总厂党委常委
1979-1980年 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

总厂党委常委、政治处副主任（主持工作）
1980-1985年 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

总厂副厂长（其间：1981-1984年辽宁大学经
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

1985-1986年 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
总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86.02-1986.11
主持党委工作）

1986-1988年 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
总厂党委书记

1988-1991年 辽宁省鞍山市妇联主任
1991-1993年 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
（1989-1991年辽宁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

业函授本科班学习；1992-1993年中央党校一
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3-1994年 辽宁省妇联主席、党组书
记

1994-1995年 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党组
书记

1995-1997年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
主席、党组书记

（1992-1995年辽宁大学决策管理学专业
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1997-1998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
1998-2001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委党

校校长
2001-2001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委党

校校长，大连市委书记
2001-2005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

委书记
（2000-2003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

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