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卓斌

美编：陈海冰 检校：卫小林 黄如祥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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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副院长、常务副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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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海南省委副
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20.11--2020.12 海南省委书
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20.12--2021.01 海南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军区党
委第一书记

2021.01--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
第一书记

十九届中央委员

沈晓明同志简历

冯飞，男，1962年 12月生，汉族，
江西都昌人，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
学位，研究员，1991 年 11 月参加工
作，1985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09--1985.09 天津大学电

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专业学习

1985.09--1988.09 天津大学电
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1988.09--1991.11 天津大学电
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

1991.11--1993.10 清华大学电
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电工学科
博士后

1993.10--1994.10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1994.10-- 1995.11 国 务 院 发
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研
究员

1995.11-- 1997.10 国 务 院 发
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
研 究 室 副 主 任（副 处 级）、副 研 究
员

1997.10--1998.11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
室主任（正处级）、副研究员

1998.11--1999.09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负责人

1999.09--2000.07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2000.07--2004.09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2004.09--2014.01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2014.01--2015.10 工业和信息
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

2015.10--2016.08 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6.08--2017.04 浙江省副省
长

2017.04--2020.11 浙江省委常
委、副省长

2020.11--2020.12 海南省委副
书记

2020.12--2021.01 海南省委副
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党
组书记

2021.01-- 海南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冯飞同志简历

肖杰，男，1960 年 9 月生，汉族，
广东雷州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
法学硕士学位，讲师，1982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8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78.10--1982.07 华南热带作
物学院热带植物保护系热带植物保护专

业学习
1982.07--1987.07 华南热带作

物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其间：
1984.09--1987.07 杭州大学政治系
中共党史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学
习）

1987.07--1989.04 华南热带作
物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党支部书
记

1989.04--1995.02 海南省农业
厅主任科员、机关团委书记、办公室
副主任、计财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
（其间：1992.10--1993.01 在屯昌县
挂 职 锻 炼 任 县 长 助 理 ；1994.07--
1994.10 在北京市昌平县挂职锻炼任
县长助理）

1995.02-- 1996.10 海 南 省 澄
迈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正
处级）

1996.10--1998.07 海南省农业
厅副厅长

1998.07--2000.05 海南省政府
副秘书长

2000.05--2002.07 海南省琼海

市委书记（副厅级，其间：2001.03受聘
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客座教授）

2002.07--2003.02 海南省科技
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3.02--2003.06 海南省科技
厅党组书记

2003.06--2007.04 海南省科技
厅厅长、党组书记（其间：2003.09--
2004.01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

2007.04--2009.11 海南省农业
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9.11--2012.07 海南省农业
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农业科学院党委
书记

2012.07--2017.04 海南省三沙
市委书记、市长

2017.04--2017.05 海南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三沙市委书记、市长

2017.05--2018.08 海南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

2018.08--2021.01 海南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

2021.01-- 海南省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肖杰同志简历

张毅，男，1967年4月生，汉族，河
南永城人，研究生学历，在职法学博士学
位，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09--1989.07 河南师范大
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

1989.07--1992.09 北京科技大
学外语系助教

1992.09--1995.03 中国政法大
学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5.03--1996.03 司法部外事
司欧美处干部

1996.03--1996.12 司法部外事
司欧美处主任科员

1996.12--1998.12 司法部外事
司国际处主任科员

1998.12--2000.11 司法部司法
协助外事司国际处主任科员

2000.11--2002.04 司 法 部 司
法 协 助 外 事 司 国 际 处 助 理 调 研
员

（2000.09--2001.09英国诺丁汉大
学法学院人权法专业硕士学习）

2002.04--2004.03 司 法 部 司
法 协 助 外 事 司 国 际 处 处 长

（1998.09--2003.10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诉 讼 法 学 专 业 在 职 博 士 研 究 生
学习）

2004.03--2004.10 司法部司法
协助外事司交流处处长

2004.10--2007.09 司法部法制
司法律法规处处长

2007.09--2009.03 司法部法制
司副司长

2009.03--2013.01 司法部司法
协助交流中心主任（2011.03正局级）

2013.01--2016.08 司法部直属
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2016.08--2018.10 吉林省司法
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
委

2018.10--2021.01 吉林省司法
厅党组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
委

2021.01--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张毅同志简历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补选王轩、王磊、陈屿、陈军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21年1月28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5号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补选张毅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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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21年1月28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4号

2021年1月28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胡光辉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补选沈晓明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21年1月28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1号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补选冯飞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现予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21年1月28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2号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补选肖杰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021年1月28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上接A01版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
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
领导，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基层政
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
系。要构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
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统筹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管理服务工
作。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

台，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制定实施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持
续减轻基层负担。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各级议事协调机制，形成推进
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会议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
对2021年的工作安排。会议认为，过
去一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稳妥推动巡视
工作深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指出，从巡视看，党的十九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党的建设、全
面从严治党明显加强，政治生态持续好
转，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起巡视
整改责任，结合制定实施“十四五”规
划，用好巡视成果，统筹抓好整改。要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增强政治意识，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结合职责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要层层传导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压力，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
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

委监督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
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贯
到底。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结合换届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会议强调，巡视是加强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党委（党组）履行全
面监督职责的直接抓手。要坚持巡视
工作的政治定位，深入贯彻巡视工作
方针，精准落实政治巡视要求，聚焦

“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着力加强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十四五”重大部署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高质
量推进巡视全覆盖，盯住权力和责任，
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特别
是“一把手”的监督，精准发现问题、推
动解决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深入
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
贯通融合，更好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
用和联系群众纽带功能。要坚持依规
依纪依法，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使巡视工作更加精准科学、更加有
力有效，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
第四次会议
◀上接A01版
决定将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名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听取
和审议代表团和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
见的报告并表决通过；决定将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