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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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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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其间：
1996.10—1997.01上海市教卫党校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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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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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委副书
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十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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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 海南省委常委，

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7.07— 海南省委常

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省行政
学院院长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王路同志简历
王路，男，1963年2月生，汉族，浙江

桐庐人，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高
级工程师，1983年8月参加工作，农工党
党员。

1978.10—1983.08 中国科技大学
近代力学系学习

1983.08—1986.07 天津城建学院
教师

1986.07—1989.08 青岛海洋大学
海洋系物理海洋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习

1989.08—1991.05 海南省海洋监
测预报和开发研究中心干部、海洋资源
开发研究室副主任

1991.05—1994.12 海南省海岛办
“三海”研究开发公司部门经理，海南
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办
主任

1994.12—1998.12 海南省海洋开
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1993.09—
1998.06青岛海洋大学物理海洋学专业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1998.12—2000.03 海南省科技厅
副厅长

2000.03—2001.07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厅副厅长

2001.07—2003.03 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2003.03—2007.04 海南省海口市
政府副市长（正厅级）

2007.04—2007.12 农工党海南省
委会主委，海口市政府副市长（正厅级）

2007.12—2008.01 农工党海南省
委会主委，省科技厅厅长

2008.01—2013.01 海南省政协副
主席，农工党海南省委会主委，省科
技厅厅长

2013.01—2013.03 海南省政府副
省长，农工党海南省委会主委，省科
技厅厅长

2013.03— 海南省政府副省
长，农工党海南省委会主委

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十六届农工党中央副主席

刘平治同志简历
刘平治，男，1964年1月生，汉族，湖

南汨罗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
位，1988年6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09—1986.07 湖南师范大学
政治系政治专业学习

1986.07—1988.06 华中师范大学
科社所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研
究生学习

1988.06—1988.09 海南省检察院
刑检二处书记员

1988.09—1990.03 海南省检察院
法纪检察处书记员

1990.03—1993.05 海南省检察院
法纪检察处副科级助理检察员

1993.05—1995.02 海南省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调研科科长、正科级助
理检察员

1995.02—1996.01 海南省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6.01—1998.11 海南省财税厅

综合与改革处副处长
1998.11—1999.03 海南省财政厅

社会保障处副处长
1999.03—2001.07 海南省财政厅

社会保障处处长
2001.07—2006.09 海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其间：2002.09—2006.07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专业在职博士研
究生学习）

2006.09—2007.12 海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省财政监察特派员办公室主任
（正厅级）

2007.12—2012.02 海南省地税局
局长

2012.02—2012.05 海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党组书记

2012.05—2017.12 海南省财政厅
厅长

2017.12—2018.01 海南省政府副
省长，省财政厅厅长

2018.01— 海南省政府副
省长、党组成员，省财政厅厅长

刘星泰同志简历
刘星泰，男，1963年1月生，汉族，山

东利津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3
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80.09—1983.07 山东省机械工
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学习

1983.07—1984.08 山东省沾化县
农业机械厂技术员

1984.08—1989.05 山东省沾化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调研科科员

1989.05—1992.10 山东省沾化县
永丰乡副乡长

1992.10—1995.05 山东省沾化县
下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995.05—1997.12 山东省沾化县
下洼镇党委书记（1992.08—1995.06中
央党校函授学院大专班经济专业在职学
习）

1997.12—1999.04 山东省沾化县
委常委、下洼镇党委书记（1996.09—
1999.01山东省委党校业余本科班经济
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9.04—2000.01 山东省滨州地
委办公室副主任

2000.01—2001.03 山东省无棣县

委副书记
2001.03—2003.01 山东省无棣县

委副书记、副县长
2003.01—2004.12 山东省无棣县

委副书记、县长（2000.09—2003.06山东
省委党校在职干部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
业学习）

2004.12—2005.02 山东省无棣县
委书记

2005.02—2006.12 山东省无棣县
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12—2009.02 山东省淄博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9.02—2013.03 山东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

2013.03—2015.02 山东省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5.02—2016.09 山东省日照市
委副书记、市长

2016.09—2018.01 山东省日照市
委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

2018.01— 海南省政府副
省长、党组成员

彭金辉同志简历
彭金辉，男，1964 年 12 月生，彝

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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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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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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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政府副
省长、党组成员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范华平同志简历
范华平，男，1962年10月生，汉族，

云南泸西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2
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80.09—1982.08 云南省红河州
民族师范学校泸西师范班学习

1982.08—1984.06 云南省红河州
泸西县建设小学教师

1984.06—1987.11 云南省红河州
泸西县中枢镇教委工作人员

1987.11—1989.12 共青团云南省
红河州泸西县委副书记、书记

1989.12—1993.01 云南省红河州
泸西县向阳乡党委书记

1993.01—1996.09 共青团云南省
红河州委书记（其间：1994.09—1996.07
脱产在云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大专班学
习）

1996.09—1997.01 云南省红河州
绿春县委副书记（正处级）

1997.01—2001.09 云南省红河州
绿春县委书记（1996.09—1998.12云南
省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
1996.12—1998.11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1.09—2002.12 云南省红河州
蒙自县委书记

2002.12—2008.02 云南省红河州
委常委、蒙自县委书记（其间：2005.07—
2005.12中国银行授信执行部挂职锻炼
任副总经理）

2008.02—2009.12 云南省红河州
委常委、副州长

2009.12—2012.12 云南省曲靖市
委副书记

2012.12—2015.05 云南省曲靖市
委副书记、市长

2015.05—2017.02 云南省昭通市
委书记（2015.03—2015.07中央党校中
青一班学习）

2017.02—2018.01 海南省委政法
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2018.01— 海南省政府党
组成员，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
长、党委书记

苻彩香同志简历
苻彩香，女，1963年4月生，黎族，海

南儋州人，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79.09—1983.08 广东民族学院
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3.08—1984.10 广东省海南行
政区石油公司行政股秘书、团总支副书
记

1984.10—1989.08 广东省海南行
政区（海南省）妇联儿童部科员

1989.08—1992.10 海南省妇联儿
童部副主任科员

1992.10—1997.07 海南省妇联儿
童部主任科员

1997.07—2000.01 海南省妇联儿
童部副部长

2000.01—2001.12 海南省妇联权
益部副部长

2001.12—2006.02 海南省妇联儿
童部部长，省妇女儿童工委办专职副主任

2006.02—2006.09 海南省妇联妇
女发展部部长

2006.09—2016.10 海南省妇联副
主席（其间：2008.03—2008.09国家司法
部法制宣传司挂职锻炼任副司长）

（2006.03—2006.12万宁市政府挂
职锻炼任副市长）

2016.10—2018.01 海南省妇联主
席

2018.01— 海南省政府党
组成员，省妇联主席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简历

王路 刘平治沈晓明 毛超峰

刘星泰 彭金辉 范华平 苻彩香

◀上接A01版
推动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转变，增强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要坚定不移生态立省，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最严的
制度保护最好的资源，用最好的资源吸
引最好的投资者，把最好的资源变成百
姓共享的福祉，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
更好，不能变差。要坚定不移以人民为
中心，及时回应解决人民群众的关切，努
力让人民群众上好学、看好病、就好业、

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确保贫困户如期稳
定精准脱贫，开展好文明大行动，维护好
社会和谐稳定，更好地满足全省人民日
益增长的各方面美好生活需要。要坚定
不移依法治省，尊崇宪法、敬畏法律，用
好地方立法权和经济特区立法权，不断
提高执法和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增强普法宣传教育的实效性，推动
形成全民崇法向善、循法而为的社会风
尚。要坚定不移廉洁实干，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作用，实现权
力运行监督全覆盖，自觉反对“四风”，增
强“八种本领”，严格落实省委“认识好干
部、培养好干部、用好好干部”十条要求，

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筑牢海南发
展的组织保证。

毛万春、毛超峰、张琦、胡光辉、肖莺
子、肖杰、严朝君、张韵声、陈守民、钟文、
于迅、汪啸风、陈玉益、王广宪、李宪生、
王路、刘平治、刘星泰、彭金辉、范华平、
苻彩香、陈凤超、路志强、马勇霞、李国

梁、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晓
灵、侯茂丰、肖若海、符跃兰、符兴、陈海
波、贾东军、董治良、贾志鸿、陈莉、王应
际、丁尚清、李谷建、陈振魁、王天祥、刘
新、戴金益、屈建民等同志，以及大会主
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离退休副省级老干部王学萍、毛志

君、符桂花、王亚保特邀列席大会。
驻琼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五届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五届人大法制
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委各部
门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
及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
各工作委员会委员，省政府组成人员、副
秘书长及省政府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
省直副厅级以上事业单位、部分省属企
业、省群众团体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等列席会议。

海南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