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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同志简历
谢伏瞻，男，1954年 8月生，汉族，湖北天门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4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73年3月参加工作。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3.03—1976.12 湖北省天门县知青
1976.12—1980.01 华中工学院计算机系学习
1980.01—1983.08 人民日报社技术处干部
1983.08—1986.09 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工业自动化专业硕

士研究生
1986.09—1993.08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

展中心）预测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其间：1991.10—1992.10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访问学者）

1993.08—1994.0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研究部负责人（副局长级）
1994.02—1995.0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情报中心副主任
1995.06—1996.0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正局长级）
1996.02—1999.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1999.10—2006.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

2001.09—2001.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3.07—2003.09
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2006.10—2008.05 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
（2007.12）

2008.05—2008.09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8.06）

2008.09—2008.10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
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2008.10—2013.03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

2013.03—2013.04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2016.03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2016.03—2016.04 河南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2016.04— 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8年1月30日，当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润儿，男，1957年 10月生，汉族，湖南茶陵人，中央
党校研究生学历，197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 9
月参加工作。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党组书记，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1975.09—1976.11 湖南省茶陵县思聪人民公社秘书
1976.11—1977.12 湖南省茶陵县商业局干事
1977.12—1981.01 湖南省茶陵县委办公室干事
1981.01—1983.09 湖南省茶陵县马江人民公社（乡）

党委书记
1983.09—1985.07 湖南农学院农学专修科农学专

业学习
1985.07—1987.04 湖南省茶陵县委常委、副县长
1987.04—1990.09 湖南省茶陵县委副书记、县长
1990.09—1992.09 湖南省茶陵县委书记
1992.09—1994.09 湖南省郴州地委委员、郴州市（县

级）委书记（其间：1993.09—1994.07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4.09—1995.04 湖南省郴州地委副书记
1995.04—1997.08 湖南省郴州市委副书记
（1993.09—1996.01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08—1998.02 湖南省娄底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
1998.02—1999.02 湖南省娄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1999.02—2000.04 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2000.04—2001.01 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1.01—2003.02 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02—2006.11 湖南省湘潭市委书记
2006.11—2013.04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2013.04—2016.03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2016.03—2016.04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候选人、党组书记
2016.04—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8年1月30日，当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陈润儿同志简历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布毅（女）
副主任委员：吕宏跃 张学勤 彭治安 王新民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洪彬 韦苏滨（女） 田土城 白红战
姚福安 董振杰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照平
副主任委员：李建庄 贾志鹏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炯 司林胜 刘新勇 余学军
张玉民 张良悦 耿明斋 郭 巍
郭元军 剧凯锋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清孟
副主任委员：訾新建 张遂兴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韦 娜（女） 孔留安 刘章锁 汪荃珍（女）
庞秀萍（女，回族） 高莉萍（女）
韩 松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 琼（女）
副主任委员：赵启林 谷建国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跃生 史世领 邢利民 房卫平
赵秀珍（女） 雷雪芹（女）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高保群
副主任委员：许廷敏 何利平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史银升 李海燕（女） 李煦燕（女） 豆雨霞（女）
侯少清 耿瑞先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耀
副主任委员：蔡永礼 释心广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爽（女） 王若愚 刘占方 张晓林
陈长宝 范长华（回族）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长青
副主任委员：赵建军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召东 刘 萍（女） 李艳芬（女） 张 元
张新中 邵 良（回族） 韩 峰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选举产生了河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
公告。

主 任：任正晓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选举产生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院 长：胡道才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选举产生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选出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现予公告。

检察长：顾雪飞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选举产生了河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172人（根据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须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现将当选代表名单公告如下：

河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共17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巍 丁福浩 万鄂湘 马文芳 马玉璞 马玉霞（女） 马豹子 王 刚
王 铁 王 绣（女） 王 馨（女） 王天宇 王中立 王东伟 王东京 王寿平
王杜娟（女） 王保存 王银良（回族）王朝阳 王登喜 王新伟 牛书成 方运舟
孔昌生 石迎军 石聚彬 卢克平 田克恭 史秉锐 宁建华（女）
宁雅秋（女,满族） 冯琪雅（女） 司富春 邢京龙（回族）吕妙霞（女） 吕金虎（回族）朱 婷（女）
朱是西 朱焕然 朱献福 乔 彬 乔秋生 任正晓 刘 谦 刘文新
刘志华（女） 刘尚进 刘宛康 刘春良 刘香莲（女） 刘勇军 刘振伟 羊 毅（女,回族）
江寿林 汤玉祥 安 伟 安 康 许为钢 买世蕊（女,回族） 孙运锋
孙志平 李 伟 李 灵（女） 李 炜 李 涛 李 崇 李 勤（女） 李士强
李文慧 李东艳（女） 李亚萍（女） 李光宇 李红霞（女） 李连成 李英杰 李树建
李留法 李海燕（女） 杨来法 杨雪梅（女） 吴 健 吴 浩 吴元全 吴远大
何 红（女,回族） 汪中山 沙宝琴（女,回族） 宋 静（女） 宋丰年 宋虎振
宋殿宇 张延明 张全收 张丽晓（女） 张建慧 张家祥 张清海 张维宁
张雷明 陈国桢 陈润儿 邵长金 武维华 欧阳昌琼 郅 慧（女） 尚朝阳
金不换 周 弘（女） 周 强 周崇臣 庞国明 赵 昭（女,回族） 赵启三
赵国祥 赵素萍（女） 赵剡水 赵鸿涛（女） 胡 荃 胡五岳 胡中辉 胡道才
郜秀菊（女） 侯清国 俞章法 姜 明 姚忠良 秦英林 顾雪飞 党永富
钱 铭 徐 光 徐 晓（女） 徐衣显 徐济超 徐诺金 徐德全 翁杰明
高阿莉（女） 高建军 高新才 郭 浩 郭红旗（回族）郭建华（女） 郭振华 陶光辉
黄 艳（女） 黄久生 黄玉梅（女） 龚立群 龚建明 梁 兵 葛树芹（女） 蒋毓勤（女）
程 芳（女,满族） 舒 庆（满族）游 弋 谢伏瞻 谢经荣 路俊霞（女） 詹文龙
裴春亮 廖华歌（女） 阚全程 熊维政 樊会涛 薛景霞（女） 霍好胜 霍金花（女）
霍晓丽（女） 穆为民 魏 明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六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七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八号）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表决通过了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现予公告。

1月 30日上午，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
三次大会，代表们热烈鼓
掌，对选举结果表示祝
贺。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