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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常委简历

刘赐贵 沈晓明 李军 毛超峰 王瑞连 张琦

胡光辉 蓝佛安 肖莺子 肖杰 严朝君 张韵声

刘赐贵同志简历
刘赐贵，男，1955年9月生，汉族，福建泉州人，中央党校研

究生学历，1973年2月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73.02 — 1976.10 福建省邵武县洪墩公社外石大队知
青、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6.10 — 1983.08 福建省邵武县洪墩公社干事、团委
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其间：1981.08 —
1983.08福建省委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3.08 — 1983.11 福建省邵武县委政法委书记
1983.11 — 1986.02 福建省邵武市委副书记
1986.02 — 1988.12 福建省光泽县委副书记
1988.12 — 1993.03 福建省光泽县委书记，县人民武装

部党委第一书记
1993.03 — 1997.03 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青年联

合会主席（其间：1994.08 — 1996.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
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03 — 1998.08 福建省莆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兼福建省预备役炮兵师第三团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1998.08 — 1999.12 福建省莆田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兼福建省预备役炮兵师第三团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1999.12 — 2000.03 福建省莆田市委副书记
2000.03 — 2002.0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其间：

2001.09 — 2002.01中央党校进修班学习）
2002.05 — 2005.06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市武装动员委员会主任（其间：2003.03 — 2005.01中央党
校在职研究生班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2000.10 —
2002.10厦门大学海洋系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05.06 — 2007.02 福建省龙岩市委书记，龙岩军分区
委员会第一书记，市武装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

2007.02 — 2007.04 福建省厦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武装动员委员会主任

2007.04 — 2011.01 福建省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武
装动员委员会主任

2011.01 — 2014.12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
局长、党组书记，中国海警局政委（2013.03），中央维护海洋权
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12.09），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
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13.07）

2014.12 — 2015.01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5.01 — 2015.02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代省长、党

组书记
2015.02 — 2017.03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

书记
2017.03 — 2017.04 海南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17.04 —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沈晓明同志简历
沈晓明，男，1963年5月生，汉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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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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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研究所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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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副院
长、院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200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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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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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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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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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代省长、党组书记

李军同志简历
李军，男，1962年2月生，汉族，湖南安乡人，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78.10 — 1982.09 武汉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
1982.09 — 1985.08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习
1985.08 — 1987.06 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科员
1987.06 — 1990.04 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科员
1990.04 — 1990.12 文化部市场局副处长
1990.12 — 1991.12 中办调研室宣传组助理调研员
1991.12 — 1993.05 中办调研室宣传组调研员
1993.05 — 1994.10 中办调研室统战组副组长（正处级）
1994.10 — 1995.10 中办调研室统战组副组长（副局级）
1995.10 — 1997.08 中办调研室统战组组长（副局级）
1997.08 — 1999.05 中办调研室统战组组长（巡视员）
1999.05 — 2001.04 中办调研室副主任、统战组组长（巡

视员）（1995.09 — 2000.06武汉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2001.04 — 2003.07 中办调研室副主任（巡视员，其间：
2003.03 — 2003.07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1.01 — 2002.12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

2003.07 — 2004.12 贵州省省长助理（正厅级）
2004.12 — 2007.04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7.04 — 2007.06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贵阳市

委书记
2007.06 — 2013.04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2013.04 — 2013.07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阳市委书记
2013.07 — 2014.12 贵州省委副书记
2014.12 — 2015.01 海南省委副书记
2015.01 — 海南省委副书记、党校校长

毛超峰同志简历
毛超峰，男，1965年12月生，汉族，河南柘城人，中央党校

研究生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5年7月参
加工作，198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08 — 1985.07 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气象预报专业
学习

1985.07 — 1986.09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气象科见习生
1986.09 — 1987.10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气象科预报员
1987.10 — 1991.03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团委副书记、书记
1991.03 — 1992.07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企管处处长（副

处级）
1992.07 — 1993.09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计划企管处副处长
1993.09 — 1996.05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计划企管处处长
1996.05 — 1999.02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副局长（其间：

1996.11 —1997.11 兼任新郑机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9.02 — 2001.01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

记（其间：2000.03 — 2001.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

2001.01 — 2001.05 河南省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民航
河南省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1.05 — 2006.12 河南省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0.03 — 2003.01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
论专业学习）

2006.12 — 2011.10 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
第一书记（2005.05 — 2010.06 中国人民大学完成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培养计划）

2011.10 — 2011.12 河南省委常委、周口市委书记、军分
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2 — 2012.02 河南省委常委
2012.02 — 2012.12 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2.12 — 2013.01 海南省委常委
2013.01 — 2014.12 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4.12 — 2015.01 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府

党组副书记
2015.01 — 2015.05 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府

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5.05 — 海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王瑞连同志简历
王瑞连，男，1964年7月生，汉族，山东邹平人，在职研究生

学历，1979年12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12—1987.01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干部（其

间：1985.02—1987.01江苏省委党校劳动人事干部专修班学习）
1987.01—1994.05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处科

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4.05—1996.09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处副

处长
1996.09—2000.03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一处

处长
2000.03—2003.01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其间：

2001.09—2001.12国家行政学院司局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学

习）（1998.08—2000.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西藏分院本科班法
律专业学习）

2003.01—2005.07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
部局局长

2005.07—2006.12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常
务副专员（正地级）（2004.09—2006.07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6.12—2008.01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
员（2006.03—2007.01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习）

2008.01—2011.1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书记、地区人大
工委主任

2011.11—2012.04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12.04—2013.01 西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区直机关工

委书记
2013.01—2013.04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党

委秘书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2013.04—2013.06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党

委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2013.06—2014.02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2014.02—2015.06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
2015.06—2016.11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区信访局局长
2016.11—2017.02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区信访

局局长，区互联网党工委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2017.02— 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

张琦同志简历
张琦，男，1961年3月生，汉族，安徽寿县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工学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1年8月参
加工作，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09 — 1981.08 淮南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数学专业
学习

1981.08 — 1988.08 淮南师范专科学校团委干事、副书
记、书记

1988.08 — 1991.10 煤炭部淮南矿务局南方公司副经理
1991.10 — 1993.03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管委会

工商处负责人、处长
1993.03 — 1997.02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管委会

工商局局长（1992.02 — 1993.12天津大学管理系工商管理专
业学习）

1997.02 — 2000.10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2000.10 — 2003.02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纪

检组组长
2003.02 — 2004.06 海南省三亚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4.06 — 2006.05 海南省三亚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6.05 — 2008.08 海南省旅游局局长
2008.08 — 2010.02 海南省儋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正厅级）
2010.02 — 2014.09 海南省儋州市委书记，兼洋浦经济

开发区工委副书记（正厅级，其间：2011.03 — 2011.10兼任儋
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05 — 2010.09长江商学院高级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学习）

2014.09 — 2014.10 海南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兼洋
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

2014.10 — 2016.11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2016.11 —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胡光辉同志简历
胡光辉，男，1959年8月生，汉族，湖南宁乡人，大学学历，

经济学硕士学位，讲师，1976年9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76.09 — 1978.03 湖南省宁乡县十一中学教师、校团
总支委员

1978.03 — 1981.12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
业学习

1981.12 — 1984.07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子弟中学教师
1984.07 — 1985.04 湖南省委老干部局干部
1985.04 — 1988.04 湖南省委老干部局副主任科员、主

任科员
1988.04 — 1992.05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中文教研

室主任，校刊校报编辑部主任、主编
1992.05 — 1993.05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科员
1993.05 — 1993.08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信息处副处

长
1993.08 — 1995.08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

（1993.06 — 1994.06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
研究生课程学习）

1995.08 — 1999.12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调研
员

1999.12 — 2000.03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助理巡视员
2000.03 — 2003.05 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2003.05 — 2004.07 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2004.07 — 2007.05 海南省万宁市委书记（正厅级）
2007.05 — 2007.09 海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2007.09 — 2013.03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其

间：2008.03 — 2008.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3.03 — 2015.04 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
2015.04 — 2015.05 海南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
2015.05 — 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蓝佛安同志简历
蓝佛安，男，1962年6月生，汉族，广东惠东人，大学学历，

管理学硕士学位，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81.09—1985.08 湖北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
1985.08—1988.11 财政部预算司中央处办事员、科员
1988.11—1993.03 广东省财政厅预算处科员、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
1993.03—1995.03 广东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
1995.03—1999.03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
1999.03—2001.10 广东省东莞市副市长
2001.10—2007.04 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
2007.04—2008.03 广东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其间：

2007.09—2008.01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8.03—2015.03 广 东 省 审 计 厅 厅 长 、党 组 书 记

（2006.09—2009.06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
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15.03—2016.01 广东省韶关市委书记
2016.01—2017.03 广东省副省长
2017.03— 海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肖莺子同志简历
肖莺子，女，1963年3月生，壮族，广西来宾人，大学学历，

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09—1984.07 湖北财经学院计统系国民经济计划与
管理专业学习

1984.07—1986.0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经济干部学校
教师

1986.07—1989.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计委计划经济
研究所助理经济师

1989.12—1992.0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计委办公室、
综合计划科科员

1992.09—1994.0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计委综合计划
科副科长

1994.04—1995.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计委财贸金融
计划科科长 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