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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黎
张庆黎，男，汉族，1951年1月生，

山东东平人，1971 年 1 月参加工作，
197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
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1－1976年 山东省东平化肥
厂工人，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
副书记

1976－1976年 山东省东平县委
常委兼工交办副主任

1976－1979年 山东省东平县委
副书记（其间：1978.06－1979.01借调
共青团中央工作）

1979－1983年 共青团中央青农
部 副 处 长、处 长（其 间 ：1980.08 －
1981.02北京农业大学学习）

1983－1986年 共青团中央青农
部、工农青年部副部长（其间：1983－
1985年中央党校进修部大专班脱产学
习）

1986－1988年 山东省东营市副
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

1988－1993年 山东省东营市委
副 书 记、副 市 长（其 间 ：1992.03 －
1992.07中央党校学习）

1993－1995年 山东省东营市委
副书记、市长

1995－1997年 山东省泰安市委
书记

1997－1997年 山东省泰安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5－1997年山东省委党校经济
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习）

1997－1998年 山东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1998－1998年 山东省委常务副
秘书长

1998－1999年 甘肃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1999－1999年 甘肃省委常委、兰
州市委书记

1999－2004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2004－200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2005.03免）

（2002－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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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06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代理书记

2006－2011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书记

2011－2012年 河北省委书记
2012－2013年 河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
记（2015.02）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十
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

刘奇葆
刘奇葆，男，汉族，1953 年 1 月

生，安徽宿松人，1974 年 9 月参加工
作，1971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毕
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
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8－1972年 安徽省宿松县洲
头公社金坝大队刘屋生产队指导员、金
坝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1972－1974年 安徽师范大学历
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

1974－1977年 安徽省委宣传部
理论研究室干部

1977－1980年 安徽省委办公厅
秘书处秘书

1980－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

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副书记、党组成员兼宣传部部长

1983－1985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书记、党组书记（其间：1984－1985年挂
职任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5－1993年 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其间：1992.09－1992.12中央
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3－1994年 人民日报社副总
编辑

（1991－1993年吉林大学国民经济
计划和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
济学硕士学位）

1994－2000 年 国务院副秘书
长、机关党组成员

2000－2006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区党委党校校长
2006－2007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书记、区党委党校校长
2007－2007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8年 四川省委书记
2008－2012年 四川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7 年 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

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帕巴拉·格列朗杰
帕巴拉·格列朗杰，男，藏族，1940

年2月生，四川理塘人，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西藏自治区政协主
席。

1942－1942年 被认定为西藏昌
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

1950－1952年 昌都解放委员会
第一副主任

1952－1956年 色拉寺学经
1956－1959年 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常委、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9－1965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宗教事
务委员会主任，昌都专署专员

1965－1979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治区
政协副主席

1979－1993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
教协会副会长、西藏分会名誉会长，西藏
自治区政协主席

1993－2003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佛
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2003－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西藏自治区政
协主席

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
代表，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十
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

汪洋
汪洋，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

徽宿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975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党
组成员。

1972－1976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
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1976－1979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
“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
委员

1979－1980年 中央党校理论宣
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0－1981年 安徽省宿县地委
党校教员

1981－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宿
县地委副书记

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宣传部部长

1983－1984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副书记

1984－1987年 安徽省体委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

1987－1988年 安徽省体委主任、
党组书记

1988－1992年 安徽省铜陵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1989－
1992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
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2－1993年 安徽省计委主任、
党组书记，省长助理

1993－1993年 安徽省副省长
1993－1998年 安徽省委常委、副

省长（其间：1993－1995年中国科技大
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
班 在 职 学 习 ，获 工 学 硕 士 学 位 ；
1997.03－1997.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
部进修班学习）

1998－1999年 安徽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

1999－2003年 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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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5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
（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
级）、机关党组副书记

2005－2006年 重庆市委书记
2006－2007年 重庆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7 年 中央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2 年 中央政治局委

员，广东省委书记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3－2017 年 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7－2018 年 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8－ 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党
组成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
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
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简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简历

董建华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5月生，

浙江舟山人，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大
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7年 随全家迁居香港
1960 年 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

学，获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
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公司任职

1969年 返港参与家族集团生意
198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92年 被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首批港事顾
问，港英政府行政局议员

1995年 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6－2002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07就职）

2002－2005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二任行政长官（2002.07就职）

2005－2008年 十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

2008－2013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
协三次会议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十
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万钢
万钢，男，汉族，1952年8月生，上

海市人，致公党成员，1969年4月参加
工作，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
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
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主席。

1969－1975年 吉林省延吉县三
道公社知青

1975－1978年 东北林业大学道
桥系学习

1978－1979年 东北林业大学基
础部物理教研室教师

1979－1981年 同济大学结构理
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1－1985年 同济大学数力系
光测力学研究室教师

1985－1991年 德国克劳斯塔尔
工业大学机械系博士研究生

1991－2001年 德国奥迪汽车公
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
划部技术经理

2001－2004年 同济大学新能源
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校长助
理、汽车学院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

2004－2006 年 同济大学校长
（副部长级）

2006－2007年 致公党中央副主
席，同济大学校长

2007－2007 年 科学技术部部
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007－2008 年 致公党中央主
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2008－2013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
部长

2013－2016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
部长

2016－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
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
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
协三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十一届、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厚铧
何厚铧，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

于澳门，广东番禺人，加拿大约克大学
工商管理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 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

工商管理系
1981年 获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和

特许核数师专业资格
1983年 澳门大丰银行常务董事

兼总经理（至1999年）
1985年 澳门银行公会主席（至

1999年）
1986年 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至1999年）
1988年 澳门立法会副主席（至

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9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年 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997年 八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998年 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9－2004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一任行政长官（1999.12就职）

2004－2009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二任行政长官（2004.12就职）

2010－2013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至2000.03）。第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三
次会议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十二
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卢展工
卢展工，男，汉族，1952年5月生，

浙江慈溪人，1969 年 3月参加工作，
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建
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
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9－1972年 黑龙江省富锦县
富民公社知青

1972－1974年 黑龙江省建筑工
程学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1974－1978年 黑龙江省建筑工
程学校教师

1978－1979年 华东工程学院自
动武器设计专业学习

1979－1982年 哈尔滨建筑工程
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学习

1982－1984年 浙江省建筑工程
总公司施工管理处干事、副处长

1984－1985年 浙江省第三建筑
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

1985－1986年 浙江省建筑工程
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1986－1988年 浙江省建筑工程
总公司党委书记（其间：1987.03－
1987.07中央党校进修部经济班学习）

1988－1989年 浙江省嘉兴市委
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1989－1989年 浙江省嘉兴市委
副书记

1989－1991年 浙江省嘉兴市委
书记

1991－1992年 浙江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正厅级）

1992－1993年 浙江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1993－1995 年 浙江省委副书
记、组织部部长

1995－1996年 浙江省委副书记
1996－1998年 河北省委副书记
1998－2001年 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2001－2002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
2002－2003 年 福建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
2003－2004 年 福建省委副书

记、省长
2004－2004年 福建省委代理书

记、省长
2004－2005年 福建省委书记
2005－2009年 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9－2013年 河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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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正伟
王正伟，男，回族，1957年6月生，

宁夏同心人，1976 年 9月参加工作，
198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民
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民族经济
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
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6－1978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心县王团乡干事

1978－1982年 宁夏大学中文系
中文专业学习

1982－1983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心县委宣传部秘书

1983－1986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办公厅秘书

1986－1989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89－1993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

1993－1997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其间：1994.09－
1995.01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

1997－1998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98－1998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部长

1998－2001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1－2003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2000－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少

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民族经济学专业在
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3－2004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

2004－2007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2007－2008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代主席

2008－2013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

2013－2016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015.0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主任

2016－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
届四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七届、
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飚
马飚，男，壮族，1954年8月生，广

西田阳人，1972 年 10 月参加工作，
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民族
学院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
学历，研究员。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1978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钢铁厂工人

1978－1982年 中央民族学院政
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1991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
究员、副所长（其间：1990－1991年挂
职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委副书记）

1991－199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2－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994－1994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委书记助理

1994－1998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8－2002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2002－2004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地（市）委书记

2004－2005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

2005－2006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2006－2007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

2007－2008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代主席，南宁
市委书记

2008－2013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8－ 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
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晓光
陈晓光，男，汉族，1955年5月生，

吉林梨树人，民盟成员，1973年6月参
加工作，吉林工业大学农业机械工程系
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
中央常务副主席。

1973－1978年 吉林省梨树县鹿
场工人

1978－1982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业机械工程系农业机械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业机械工程系农业机械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6年 长春汽车工业高
等专科学校教师

1986－1990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业机械工程系农业机械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0－1994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业机械工程系副教授、教授、副主任（其
间：1993.08－1994.02日本京都大学高
级访问学者）

1994－1996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机学院副院长

1996－1997年 吉林工业大学农
机学院院长

1997－1997年 民盟吉林省副主
委、长春市副主委，吉林工业大学农机
学院院长

1997－2002年 民盟吉林省副主
委，吉林省长春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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