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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生同志简历
王国生，男，汉族，1956年 5月生（62岁），山东东阿人，1974年 3月参

加工作，1975年 6月入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74.03—1976.11 山东省东阿县大桥公社麻庄大队知青组长、团

支部书记、公社团委代理书记
1976.11—1981.09 山东省东阿县文教局、聊城地委宣传部、办公

室、研究室办事员
1981.09—1983.07 山东大学科社系政治学专业学习
1983.07—1985.05 山东省冠县机构改革工作队队员、聊城地委办

公室正科级秘书
1985.05—1991.10 山东省聊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干部科长（其

间：1990.01—1991.10兼地区老龄办主任，正处级）
1991.10—1995.01 山东省聊城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地委委员、

高唐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高唐县委书记
1995.01—1997.12 山 东 省 聊 城 地 委 副 书 记 （ 其 间 ：

1996.03—1996.07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7.12—1998.06 山东省劳动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98.06—2000.01 山东省贸易厅厅长、党组书记，省政府财贸办公

室主任
2000.01—2000.08 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委书记
（1997.09—2000.06山东省委党校干部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2000.08—2001.11 江苏省连云港市委书记
2001.11—2001.12 江苏省委常委、连云港市委书记

2001.12—2004.06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4.06—2008.04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8.04—2010.09 江苏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2008.08兼省委党校校长）
2010.09—2010.12 江苏省委副书记
2010.12—2011.02 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1.02—2011.05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1.05—2016.06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长江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
2016.06—2017.01 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2017.01—2018.03 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03—2019.01 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党组书记
2019.01— 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 1月 19日，当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各位委员、同志们：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闭幕

了。

会 议 期 间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书 记

王国生同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

同志出席开幕会、闭幕会，认真听取大

会发言，深入界别小组与委员互动交

流，对政协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和明确

要求，给全体委员以极大的激励和鼓

舞。省几大班子的领导同志、省里的

老领导老同志、省直部门的负责同志

出席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对政协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我提议，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会上，刘应安等 5 名常委、王

璋等 16 名委员因年龄或工作变动等

原因，不再担任省政协常委、委员职

务，他们在职期间，认真履职，扎实工

作，为全省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次大会，补选刘法峰等 7名同志

为省政协常委，会前增补 15 名同志为

省政协委员，这是对政协工作的有力

加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

新常委、新委员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

各位委员、同志们！

这次省两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

会精神，对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出了安

排部署，是一次高举旗帜、统一思想、凝

心聚力、团结鼓劲的大会。这次省两

会，河南做好2019年各项工作的部署措

施已定，要求十分明确。落实好省两会

精神，关键是要见诸行动、狠抓落实。

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坚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在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强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不断推动

学习研讨走深走实，始终保持坚如磐石

的政治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

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全

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的正确方向。

要韧劲十足抓落实。大力弘扬斗

争精神、奋斗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争做出彩河南人。

围绕持续推进“四个着力”、打好“四张

牌”，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部署，全面落实中共十九大和省委十

届八次全会、省两会精神，以钉钉子精

神认真履职，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

劲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有多大劲

使多大劲，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宏大实

践中作出政协应有的贡献。

要凝心聚力抓落实。延伸团结手

臂，拉长同心圆半径，让团结基础更厚

实、合作力量更强大。充分发挥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

用，充分调动市县政协、广大委员、界

别、专委会和机关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

动性，进一步密切与党外知识分子、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

的沟通联络，推动形成众人划桨开大船

的良好局面，广泛凝聚共识，汇聚磅礴

力量，奏响团结奋进的最强和音。

要增强本领抓落实。锚定新时代

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把提高履

职能力摆到突出位置，严起来、紧起

来、动起来，推动委员练就过硬本领，

跟上新时代的步伐，跟上中共中央和

省委的要求，做好“委员作业”、交好履

职报告，以奋斗回应时代，以拼搏赢得

掌声，切实担负起政协制度参与者、实

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要争创一流抓落实。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能，强化履职质量导向，推

动政协工作守正创新、更具活力，努力

把党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把协商民

主视野放得更宽，把民主监督实践开

展得更活，把参政议政范围拓得更广，

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更实，把建议对策

提 得 更 管 用 ，把 机 关 服 务 搞 得 更 优

质。坚持公道公正公心，弘扬正风正

气正能量，坚持不懈反对“四风”，不折

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

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

好忠诚干净担当的政协人。

这次大会，各工作机构和会议工

作人员、新闻媒体的朋友和各住地宾

馆等接待单位，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安

全卫生、宣传报道等工作，为会议圆满

成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提议，让我

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委员、同志们！团结凝聚伟

力，奋斗书写华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中共河南省委坚

强领导下，昂扬斗志、保持韧劲，勤勉履

职、扎实工作，为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

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原更加

出彩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在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2019年 1月 19日）

刘伟

赵素萍，女，汉族，1958年 11月生（60岁），河北献县
人，1976年 9月参加工作，1985年 8月入党，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管理学博士，经济师。

现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1976.09—1978.04 河南省郑州市郊圃田“五·七”
农场知青

1978.04—1980.04 河南省会计学校财政专业学习
1980.04—1984.03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科员
1984.03—1987.10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副科长
（1983.08—1986.07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财政专业大

专半脱产学习）
1987.10—1990.06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科长
1990.06—1994.08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1994.08—1996.11 河南省郑州市地方税务局局

长、党组书记
1996.11—2001.09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党

组成员
（1995.08—1997.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

业函授本科学习；1996.03—1998.02上海财经大学政治
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1.09—2002.08 河南省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

2002.08—2006.12 河南省漯河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6.12—2007.02 河南省济源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
2007.02—2010.09 河南省济源市委副书记、市长

（正市厅级）（其间：2010.03—2010.07中央党校第 28期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1.09—2007.06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
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0.09—2011.10 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正市厅
级）

2011.10—2011.12 河南省委常委，济源市委书记
2011.12—2012.01 河南省委常委
2012.01—2019.01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

间：2013.05—2013.07中央党校第 53期省部级干部“党
的建设科学化”专题研修班学习；2016.05—2016.07 国
防大学第48期省部级国家安全研究班学习）

2019.01—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2019年 1月 19日，当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马懿，男，回族，1959年 4月生（59岁），河北安国人，
1976年 12月参加工作，1982年 1月入党，大学学历。

现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1976.12—1978.1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红星木
器厂工人

1978.10—1982.07 洛阳农机学院机械工程一系机
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

1982.07—1983.06 洛阳工学院机械工程一系团委书记
1983.06—1983.12 洛阳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1983.12—1989.07 共青团河南省洛阳市委副书

记、市青联主席
1989.07—1991.10 共青团河南省洛阳市委书记
1991.10—1994.05 河南省新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1994.05—1996.03 河南省新安县委书记，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
1996.03—1996.05 河南省洛阳市委常委，新安县

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6.05—1998.12 河南省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其间：1997.02—1997.05河南省委党校第 14期地
厅班学习）

1998.12—2001.09 河南省洛阳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

2001.09—2003.06 河南省洛阳市委副书记，市纪
委书记

2003.06—2006.06 河南省郑州市委副书记，市纪
委书记

2006.06—2006.09 河南省郑州市委常务副书记
（正市厅级），市纪委书记

2006.09—2009.06 河南省郑州市委常务副书记
（正市厅级）（其间：2008.09—2009.03 兼任郑东新区管
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2009.06—2010.11 河南省郑州市委常务副书记
（正市厅级），市委党校校长

2010.11—2011.12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党组
书记

2011.12—2012.02 河南省郑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2.02—2016.04 河南省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4—2016.05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
2016.05—2019.01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2019.01—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九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 1月 19日，当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赵素萍同志简历 马懿同志简历

本报讯（记者 刘勰）1 月 19 日，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继
续分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和
两院工作报告。

省领导陈润儿、任正晓、李亚、黄
强、孔昌生、马懿、穆为民、江凌、李文
慧、张维宁、乔新江、徐光、武国定，以
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分别参加审

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刘金来、沈竹君、王新国、孟双月、

孟繁浩、任友祥、宋存杰参加审议。
刘春良、刘满仓、蒋笃运、储亚平、

张立勇等也参加了审议。③6

省领导与代表共同审议

本报讯（记者 李点）1 月 19 日，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继续分团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河南省预算
审查监督条例（草案）》和两院工作报
告。

代表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积极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以更加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业
绩，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董倩代表说，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聚焦发
展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
法治精神，两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
为民宗旨强、聚焦热点实。李军星代
表建议，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基层人
大工作的指导和联系，定期召开座谈
会和经验交流会，促进交流学习。

赵建玲、扶庆代表认为，两院工作

报告积极回应百姓诉求，推进社会公
平正义，建议把“送法进校园、进社区、
进机关、进企业”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在全社会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
氛围。陈泓代表建议，省两院要对基
层两院人员编制给予适当倾斜，以缓
解基层“案件多人员少”现状。周传良
代表建议，研究解决执行难特别是跨
省案件执行难问题，切实保障企业合
法权益。③9

各代表团继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和两院工作报告

(上接第一版）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宏大
实践中作出政协应有的贡献。

三要凝心聚力抓落实。充分发挥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重
要作用，充分调动市县政协、广大委员、
界别、专委会和机关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主动性，进一步密切与党外知识分子、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等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共识，汇聚磅
礴力量，奏响团结奋进的最强和音。

四要增强本领抓落实。锚定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把提高
履职能力摆到突出位置，严起来、紧起
来、动起来，推动委员练就过硬本领，

跟上新时代的步伐，跟上中共中央和
省委的要求，做好“委员作业”、交好履
职报告，切实担负起政协制度参与者、
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五要争创一流抓落实。坚持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能，推动政协工作守正创
新、更具活力，努力把党的建设工作做
得更好，把协商民主视野放得更宽，把
民主监督实践开展得更活，把参政议政
范围拓得更广，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更
实，把建议对策提得更管用，把机关服
务搞得更优质。坚持不懈反对“四风”，
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
则精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当好忠诚干净担当的政协人。
刘伟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中共河南省
委坚强领导下，昂扬斗志、保持韧劲，
勤勉履职、扎实工作，为开创政协事业
新局面，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刘玉洁、张国荣、杨光喜、张涛、毛
增华、刘其文、袁祖亮、邓永俭、孔玉芳
参加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③8

（上接第一版）他勉励许昌市要厚植发
展优势、提升发展水平，在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推动改革
开放创新上奋力走在全省前列。

在鹤壁团，郭浩、王海涛、刘萍等
代表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环境治理
等发言。陈润儿指出，鹤壁市作为资

源型城市，近年来环境治理力度不断
加大、转型发展态势不断加强、党的建
设发展不断加力。下一步要着力写
实、做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高质量发
展推动鹤壁迈上新台阶、展示新作为。

在商丘团，听取王战营、栗朝举、剧
凯锋等代表发言后，陈润儿指出，商丘

的县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百城
建设提质在全省起到了带头作用，要发
挥区域优势，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尽快
将商丘打造成为河南融入“长三角”的
桥头堡、提升全省竞争力的“支撑点”。

江凌、张维宁、武国定、顾雪飞分
别参加审议。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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