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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简历

戴道晋简历
戴道晋，男，汉族，1957年2月生，湖南汉寿人，

1977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湖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
历，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1977.12—1978.10� �湖南省汉寿县汉太公社干部
1978.10—1983.02� �湖南省汉寿县委组织部干部
1983.02—1984.08� �共青团湖南省汉寿县委副

书记
1984.08—1986.0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教

育专业学习
1986.09—1988.03� �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

科级组织员
1988.03—1991.03� �湖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处主

任科员
1991.03—1992.11� �湖南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

处副处级组织员
1992.11—1995.03� �湖南省委组织部《当代党

建》杂志社副总编辑
1995.03—1996.05� �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

主任、正处级组织员
1996.05—2000.06� �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其间：1996.09—1998.12湖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0.06—2002.06� �湖南省郴州市委常委、资兴
市委书记

2002.06—2004.03� �湖南省郴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

2004.03—2008.08� �湖南省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08.08—2011.12� �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2011.12—2012.03� �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
2012.03—2014.11� �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
2014.11—2017.01� �湖南省副省长
2017.01—2017.05� �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

主席
2017.05—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张大方简历
张大方，男，汉族，1959年4月生，上海人，九三学

社成员，1976年3月参加工作，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应
用数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湖
南省委主委。

1976.03—1978.03� �安徽省寿县知青
1978.03—1982.02�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

专业学习
1982.02—1994.08� �湖南大学计算机系助教、讲

师、系副主任
1994.08—1997.06� �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应用

数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7.06—1999.07� �湖南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

教务处副处长
1999.07—2001.09� �湖南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2001.09—2002.06� �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

院院长 (其间：2001.09—2002.01挂职任湖南省信
息产业厅厅长助理)
� � � � 2002.06—2005.12�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
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院长、软件学院院长（其
间：2002.12—2003.11�加拿大贾纳大学计算机系访
问研究员）

2005.12—2007.06�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
湖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

2007.06—2007.12�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湖
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

2007.12—2009.07�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湖南省
委主委，湖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2008.05明确为正

厅长级)
� � � � 2009.07—2012.01�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湖南省
委主委，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2012.01—2013.07�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湖南省
委主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副主任

2013.07—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
社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

赖明勇简历
赖明勇，男，汉族，1965年6月生，江西吉水人，民

建成员，1986年7月参加工作，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
与数学系系统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教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
委主委，省科技厅厅长。

1982.09—1986.07� �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应用
数学专业学习

1986.07—1988.09� �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师
1988.09—1990.12� �湖南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

工业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0.12—1992.09� �湖南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

教师
1992.09—2000.05� �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师

（其间：1992.09—1993.02北京大学经济系进修博士
课程；1994.03—1997.06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
学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获工学博士学
位；1998.10—2000.05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部博士后）

2000.05—2000.07� �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师

2000.07—2002.04�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
院长（其间：2001.09—2002.04挂职任湖南省民政厅
厅长助理）

2002.04—2002.06�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院长

2002.06—2008.01� �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
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其间：2006.01—2006.06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2008.01—2010.01� �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
大学校长助理、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2010.01—2010.08� �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
大学副校长、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2010.08—2011.02� �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
大学副校长

2011.02—2012.12� �民建湖南省委主委，湖南大
学副校长

2012.12—2013.01�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
委，湖南大学副校长

2013.01—2014.03�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
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大学副校长

2014.03—2017.01�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
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长沙理工大学校长

2017.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民建中央常委、
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科技厅厅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旭晟简历
胡旭晟，男，汉族，1963年12月生，湖南安化人，致

公党成员，1987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法制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教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常委、湖南
省委主委。

1980.09—1984.07�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
学专业学习

1984.07—1987.07�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
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07—1997.07� � 湘潭大学法律系助教、讲
师、副教授（其间：1994.09—1997.07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法制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7.07—2000.04�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2000.04—2001.02�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致

公党湘潭市委主委
2001.02—2001.09�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致公党湘潭市委主委
2001.� 09—2002.07�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致公党长沙市委主委
2002.07—2003.01�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致公党长沙市委主委
2003.01—2008.05�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致公党长沙市主委

2008.05—2010.01�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致公党长沙市委主委（其间：2009.03—2009.09挂职
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10.01—2012.05�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致公党长沙市委主委

2012.05—2013.08�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2011.07—2012.07挂职任甘肃
省庆阳市副市长）

2013.08—2017.01� �致公党中央常委、湖南省委
主委，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

2017.01—2017.03� �致公党中央常委、湖南省委
主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

2017.03—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
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彭国甫简历
彭国甫， 男， 汉族，1963年1月生， 湖南湘乡人，

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
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
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教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1980.09—1984.07� �湘潭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学习

1984.07—1985.07� �湘潭大学教务处教师
1985.07—1992.11� �湘潭大学哲学系教师（其

间：1987.09—1990.07湘潭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哲学
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2.11—1996.01� �湘潭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1996.01—1998.05� �湘潭大学校长助理（其间：

1996.03—1998.01挂职任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委副
书记）

1998.05—2002.04� �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2.04—2008.11�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
（2001.09—2005.01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8.11—2011.09� �湖南省岳阳市委副书记、岳

阳县委书记
2011.09—2014.06� �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党组

书记
2014.06—2015.12� �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
2015.12—2018.01� �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2018.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安杰简历
贺安杰， 男， 汉族，1958年8月生， 湖南新田人，

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
中工学院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

现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1976.08—1978.09� �湖南省新田县冷水井公社
民办教师

1978.09—1982.09� �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学习

1982.09—1985.07� �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系国
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07—1987.06�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
干部

1987.06—1990.04�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
主任科员

1990.04—1991.09�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
副处级研究员

1991.09—1993.10� �湖南省政府研究室综合处
副处长

1993.10—1995.12� �湖南省政府研究室综合处
处长

1995.12—1997.01�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调
研室主任

1997.01—2002.06�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
研究员

2002.06—2008.05� � 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
党组书记 （2005.03正厅级）（其间：2006.01—
2007.0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学习，
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08.05—2013.03� �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
研室主任

2013.03—2016.03� �湖南省株洲市委书记
2016.03—2017.12�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7.12—2018.01�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副书记
2018.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副书记

张健简历
张健，男，汉族，1963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九三

学社成员，1982年8月参加工作，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
院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哲
学博士，教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南
省工商联主席。

1978.07—1982.08� �湖南农学院农学系植物保
护专业学习

1982.08—1987.09� �湖南化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987.09—1988.12�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

分校生物学系硕士研究生
1988.12—1992.12� �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生

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2.12—1994.01� �美国迈阿密大学从事博士

后工作
1994.01—1998.03� �美国耶鲁大学生物学系从

事博士后工作
1998.03—2000.08� �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及

发育生物系副研究员
2000.08—2007.02�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特聘教授
2007.02—2008.03�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九三

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2007.06任）
2008.03—2014.06� �湖南省卫生厅厅长、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副主委
2014.06—2016.12�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任、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
2016.12—2017.06� �湖南省工商联主席、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副主委
2017.06—2017.12� �湖南省工商联主席
2017.12—2018.01� �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南省工

商联主席
2018.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工

商联常委，湖南省工商联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易鹏飞简历
易鹏飞， 男， 汉族，1962年5月生， 湖南益阳人，

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
南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商业经济专业毕业， 大学学

历，经济学学士。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郴州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1979.09—1983.07� �湖南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

商业经济专业学习
1983.07—1988.04� �湖南省计委财贸处科员
1988.04—1990.03� �湖南省计委财贸处副主任

科员
1990.03—1992.07� �湖南省计委财贸处主任科员
1992.07—1992.12� �湖南省农业资料生产分配

办副主任（副处）
1992.12—1996.04� �湖南省计委农业处副处长
1996.04—1998.05� �湖南省计委农经处处长
1998.05—2000.04� �湖南省计委主任助理
2000.04—2004.02� �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

主任、党组成员
2004.02—2008.06�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8.06—2009.01� �湖南省怀化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
2009.01—2011.06� �湖南省怀化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1.06—2012.01� �湖南省娄底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
2012.01—2015.03� �湖南省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5.03—2017.01� �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2017.01—2018.01� �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2018.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郴州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灼华简历
张灼华，男，汉族，1963年9月生，湖南长沙人，农

工党成员，1983年7月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分子病理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
教授。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委、湖南
省委主委，南华大学校长。

1983.07—1986.07� �湖南医学院遗传研究室技
术员

1986.07—1989.07� �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硕
士研究生

1989.07—1990.02� �湖南医学院遗传研究室助
理研究员

1990.02—1991.07�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研究生
1991.07—1995.08�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分子病理学博士研究生
1995.08—1996.07� �美国LaJolla癌症研究所分

子与细胞生物学从事博士后工作
1996.07—1998.12� �湖南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1998.12—2003.03� �湖南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1996.08—2000.04美国哈佛大
学神经病学系助理教授）

2003.03—2008.09� �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2000.05—2010.11美国Burnham
医学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

2008.09—2010.12� �中南大学校长助理、医学遗
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0.12—2013.04� �中南大学副校长、医学遗传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3.04—2016.05� �中南大学副校长
2016.05—2016.12� �南华大学校长，中南大学精

准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
2016.12—2017.12� � �农工党湖南省委主委，南

华大学校长，中南大学精准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
2017.12—2018.01� � �农工党中央常委、 湖南省

委主委，南华大学校长，中南大学精准分子医学研究
所所长

2018.01—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农工
党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南华大学校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旭晟

张健

戴道晋

贺安杰

赖明勇 彭国甫张大方

易鹏飞 张灼华


